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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蝇头小利，他以身试法

偷偷了了2222个个井井盖盖 换换来来66年年刑刑期期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 (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韩磊 ) 一个井盖卖不了多

少钱，可少了一个井盖将会危
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但聊城市东昌府区的刘某却
为了蝇头小利以身试法，偷盗
井盖22个，换来了6年的刑期。

2014年8月份以来，刘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聊城市
城区东昌路、柳园路等主要城

市交通路段通行的道路上，多
次盗窃下水道等窨井盖二十
二个，其中十四个卖出牟利，
八个被追回发还被害单位，给
过往通行车辆、行人造成潜在
的危险。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刘某
以多次盗窃正在使用中城市
公共交通道路上的市政公共
设施，足以使过往通行的不
特定行人的生命健康、不特

定 车 辆 的 安 全 处 于 危 险 状
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
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成
立。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侵犯
了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大量
公私财产的安全，依法应予
刑罚。

鉴于其归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
罪，认罪态度较好，追缴的部
分涉案物品已发还被害单位
之情节，对被告人刘某依法
可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 社 会 的 危 害 程 度 决 定 刑
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做出以下判决：刘
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春节即将到来，1月16日聊城大学志愿者张爱玲、王甜甜、王振三名志愿者来到聊
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敬老院为这里的侯丽英、刘金芝等30名老人拍摄了老年照。为他
们送去一份春节温馨的祝福。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王振 摄
拍拍照照迎迎春春节节

本报聊城 1月 1 8日讯讯
(记者 刘云菲 ) 刘先生在
一家施工单位是“临时工”，
在一次下班路上发生车祸，
他认为这是工伤，公司该给
予赔偿。可是公司认为，他们
将 工 程 已 经 发 包 给 一 家 单
位，与刘先生并没有劳动关
系。最终双方申请劳动仲裁，
经过仲裁审理认为，该公司
发 包 给 一 无 资 质 的“ 包 工
头”，而公司本身具备一定施

工资质，根据双方提供证据，
裁决双方具有劳动关系。

刘先生说，他一直在聊
城一家工程公司打工，去年
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生了
车祸，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
院。他认为这是“工伤”，公司
应该给与赔偿，可是公司不
承认与他有劳动关系。在劳
动仲裁部分裁决时，公司代
表人认为公司已经将工程包
给“包工头”，而且双方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与刘先
生不具有劳动关系，因此不
应该赔偿。而且公司认为刘
先生不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
车祸。

经过劳动仲裁部门审理
认为，刘先生进入公司后，双
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且
公司将工程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孙某。
该公司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注册的用工单位，申请人

是年龄超过十六周岁，不到
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
劳动者，当事人双方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刘
先生从事的工作是该公司业
务的组成部分，该公司承担
用工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山东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证据规则》规定，该
公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下下班班回回家家路路上上发发生生车车祸祸受受伤伤
公司以“工程包给包工头”为由拒绝赔偿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张福存
王建群) 2014年，全市保险

业实现保费收入56 .8亿元，同
比增长13%。2014年重点险种
实现突破，农业保险补贴品种
由3种增加为12种。

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
现保费收入9041 .08万元，同比
增长15 .47%，承保小麦、玉米、
棉花864 .85万亩，承担风险责
任26 .87亿元；大病保险方面
实现扩面升级，覆盖人群由原
来的新农合居民扩展到城镇
居民，2014年，参保居民483万
余人，累计补偿37676人次，给
付补偿金8855万元。全市保险

系统在做好保险资金运用工
作的同时，积极增设保险服务
网点，使全市保险公司总数达
到43家。

2014年，全市保险业实现
保费收入56 .8亿元，同比增长
13%。其中，财产险公司保费收
入 2 3 . 0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 .55%；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
33 .73亿元，同比增长9 .7%。全
市保险业共为社会承担各类
风险责任金额17227亿元。财
产险公司赔款10 .28亿元，人
身 险 公 司 赔 款 和 满 期 给 付
6 .72亿元。

2014年，全市保险系统高
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市协会

多次对各保险公司进行调度，
提出要求。各保险机构主动与
上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沟通，
积极推荐全市重点项目，各保
险公司的上级资产管理机构
当前已把聊城纳入保险资金
运用的考察范围。

2014年，泰山保险总公司
与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做好项目的对接、落
地工作，积极引进保险资金，
目前，泰山保险公司已为山东
蓝山集团落实资金6000万元，
为聊城市奥森体育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落实资金1 .2亿元，
总计实现了1 .8亿元的保险资
金在聊城的运用。

2014年，聊城市扩展了政
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新增花
生等9个农业保险补贴品种，
由原来的3种增加为12种；承
保公司由原来的2家增加为5
家。

2014年，全市政策性农业
保险实现保费收入9041 .08万
元，同比增长15 .47%，承保小
麦、玉米、棉花864 .85万亩，承
担风险责任26 .87亿元。

大病保险方面，实现了扩
面升级，覆盖人群由原来的新
农合居民扩展到城镇居民，
2014年，参保居民483万余人，
累计补偿37676人次，给付补
偿金8855万元。

22001144年年全全市市保保费费收收入入5566 .. 88亿亿元元
全市保险公司总数达到43家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记者从古城保护
与改造指挥部获悉，为丰富中华
水上古城文化内涵，博物馆和七
贤堂的布展施工设计已经完成，
部分商业、景点、博物馆的首批牌
匾楹联已经制作完成。

据悉，古城已按照历史记载
完成了13处历史景点、2处古典园
林的规划、建筑及施工设计。

此外，围绕丰富文化内涵，指
挥部已完成了北城门古城保护与
改造博物馆和七贤堂的布展施工
设计，并完成了七贤堂布展施工
的管理工作。完成了古城历史文
化收集及创意，形成创意故事300
余个，文字材料30万余字，部分文
化创意的成果已形成小品、雕塑、
建筑构件等。完成了古城部分商
业、景点、博物馆的牌匾、楹联编
制工作，并已制作完成首批牌匾
楹联。完成了古城10处新建博物
馆的规划、建筑及施工设计。

古古城城首首批批牌牌匾匾
楹楹联联制制作作完完成成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凌文秀 ) 记者从聊城古城保护
与改造指挥部获悉，古城在保护
好现有重点古迹的基础上，恢复

“一府一阁一院一观一园一亭”，
打造文化高地。

在古城的保护与改造过程
中，文化挖掘得到了充分体现。聊
城古城区可供恢复建设的文化旅
游资源众多，如康熙皇帝之师、清
朝第一状元宰相傅以渐的祖宅
(一府)，清朝河道总督杨以增建
造的享誉国内外的藏书楼海源阁
(一阁)，建于明朝有“阳明学”传
播中心之称的启文书院，建于明
弘治年间的万寿观或建于金代的
性海禅院(一观或寺庙)，清初重
臣任克溥的依绿园(一园)，原崇
武驿和大小码头对岸的“无税碑
亭”(一亭)。

复建的历史遗迹建筑的形
式、布局、尺度、风格等与历史一
致，将真实反映历史建筑及其空
间环境的原貌，符合聊城实际的
北方官式建筑形式。

古古城城区区恢恢复复
知知名名文文化化景景点点

国网阳谷县供电公司

安镇供电所

提前做好春节保电准备

本报讯 春节将至，国网阳
谷县供电公司安镇供电所提前动
手，精心组织，确保春节期间供电
安全万无一失。

该所加强主电网设备安全运
行管理，制定春节保电预案和应
急预案，加强线路设备巡查力度，
对易发生外力破坏段开展有针对
性特巡，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通讯员 孟宪印 记者 张召旭

天弘基金“秘制”的淘宝“爆
款店”于2015年1月13日上线，开
业送大礼，一大波红包来袭。据了
解，为了回馈淘系用户、增加用户
的活跃度，天弘基金淘宝店专设
了活动专区，上线当日即推出了
系列活动派送“红包”。

鉴于天弘基金淘宝店是继余
额宝之后天弘基金为淘系平台用
户订制的又一力作，其店铺首页
设计还结合了“余额宝”元素，由
深入淘宝用户心理的“余额宝”作
为桥梁，进一步为用户引荐其他
类型产品。容易宝将成为天弘基
金淘宝店正式运营后的主打系列
产品。

天弘基金淘宝店上线

一大波红包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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