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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人大常委会已接受其辞呈，平度市林业局一副局长被停职

本报济南3月5日讯（记者
宋磊） 5日下午，川航一架从天
津飞往杭州的3U8816次航班因
发生货舱烟雾警告而临时备降济
南。经济南机场工作人员排查，排
除货舱起火，初步判定为虚警。

记者了解到，四川航空公
司 的 3 U 8 8 1 6 次 航 班 为 空 客
A320-232，机龄3年。5日下午
16:35从天津起飞，预计18:05到
达杭州萧山机场，但中途因收
到货舱烟雾警告而挂出7700紧
急故障代码，并于17:14备降济
南遥墙机场。

据了解，7700是飞机紧急
故障代码，包括机械故障、医疗
特情等都会挂出该代码，并不
罕见。随后记者联系到民航山
东 空 管 分 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获
悉，该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收到
货舱烟雾警告，为保证安全，飞
机于17:14备降济南遥墙机场，
所有旅客随即下了飞机，机场
工作人员立即对飞机进行故障
检查，目前已经排除飞机货舱
着火，初步判定为虚警。

该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经检
查飞机并无故障，该航班的旅客
将继续乘坐该架飞机前往杭州，
如果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大修，航
空公司也都会有应急预案，调派
飞机来济南接送旅客，安排旅客
的后续航程。22点41分，记者了解
到，川航备降济南机场的飞机已
经抵达杭州。

本报菏泽3月5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魏衍军 杨
林） 巨野一男子姚某因生意经
营不善，外借贷款250余万。临近
年关，该男子被债主追债时想起
与其世代交好的邻居杨某有承兑
汇票，在设法骗取249万元的承兑
汇票，并全部提现偿还债务后潜
逃。目前，该男子已被巨野警方刑
事拘留。

据巨野县公安局民警介绍，
2014年10月，姚某给杨某打电话
称，其父亲马上要过生日，需要借
些承兑汇票来博其父亲欢心。由
于姚某与杨某两家相邻而居世代
交好，杨某没有多想，就派公司员
工带着249万元的承兑汇票带给
姚某。随后，员工将承兑汇票带回
公司，杨某计谋未成功。

第二天，姚某又一次来到
杨某的公司，称其还需要借用
杨某的承兑汇票和其三弟去银
行核实一下。当时，杨某并未在
意，又将249万元的承兑汇票借
给姚某。姚某阴谋得逞后安排
家人将汇票贴息提现，偿还其
所欠贷款，随后潜逃。

杨某发现被骗后向巨野警方
报警。经巨野警方摸排，姚某可能
藏匿于陕西省大荔县，巨野县公
安局侦查人员立即与陕西省大荔
县警方取得联系。

2015年1月26日，巨野县公安
局侦查人员来到大荔县某宾馆大
厅内进行调查走访，发现有一名
宾馆住宿人员，体貌特征跟姚某
相符，也是巨野口音，侦查人员遂
对该人进行调查，确认该男子就
是犯罪嫌疑人姚某。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姚某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现巨野警方对所骗钱款正在加
紧追回中。

本报青岛3月5日讯（记者
宋祖锋 潘旭业） 5日，记

者从平度市相关部门获悉，平
度市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对非法驯养老虎的相关单
位和责任人作出处理。对茶山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罚款3000元
并没收违法驯养老虎，给予平度
市林业局副局长李培节停职检
查处理，非法养虎人、青岛大度
谷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政提
出辞去青岛市人大代表职务。

平度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非法
驯养老虎行为及老虎来源进行
立案调查。现已查明，2006年秋
至2007年春期间，茶山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崔某某的朋
友孙某某，先后用车运送体重3
公斤左右的1雄1雌2只幼虎，赠
送给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驯
养（谷物大厦坠亡幼虎系其繁
殖）。经查，孙某某是天津塘沽
人，于2012年9月病逝。

平度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依据1992年3月1日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未取得驯

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
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
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处3000元以下罚款，可以
并处没收野生动物、吊销驯养
繁殖许可证”的规定，按最高上
限对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
出罚款3000元及没收违法驯养
老虎的行政处罚。

青岛大度谷物有限公司总
经理、青岛市第十五届人大代
表杨文政就非法驯养幼虎坠亡
一事向平度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辞去青岛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职务，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平度
市人大常委会已接受其辞呈，
并正在按有关程序办理。

平度市纪检监察机关对该
事件介入调查。经初步调查，平
度市林业局相关人员存在履行
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平度
市委决定，给予平度市林业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培节同志
停职检查处理，同时责成平度
市林业局党组给予平度市森林
动植物保护站站长刘涌涛同志
免职处理。目前，相关调查还在
进行。

2月19日零时20分许，平度
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市民
报警，红旗路谷物大厦停车场
发现一只死亡的老虎，民警到
了现场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事发后，警方经过初步走
访调查得知 ,这只老虎此前一
直被关在谷物大厦11楼的一只
铁笼里,由市民杨先生饲养。事
发当天凌晨 ,因为大厦周边鞭
炮声四起，老虎可能受到惊吓,

从笼子里的一条缝隙中钻出
来,然后从11楼掉下来摔死了。

记者从平度市林业局了解
到，这只老虎是杨先生与平度
市茶山风景区签订合同为其代
养的，属于违法饲养,并没有在

林业局备案。
事发后，杨先生代养的另

一只幼虎被送回平度市茶山风
景区。除了杨先生代养的两只
老虎，茶山风景区还驯养一只
大老虎。平度茶山风景区也没
有驯养老虎的资质。2月26日下
午 ,两只老虎被送到青岛森林
野生动物世界。

3月5日，记者获悉，平度两
只老虎被送到青岛森林野生动
物世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隔
离观察，一切正常。“大老虎表
现一切正常，小老虎刚来时很
紧张，不断吼叫，经过这几天的
精心照顾，也恢复了正常。”野
生动物世界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烟台3月5日讯（记者
宋佳） 5日上午10点左右，

在烟台开发区衡山路一个红绿
灯附近，一位骑车过马路的老
人被一辆白色轿车撞出约十米
远，老人被120急救车就近送往
烟台业达医院（原烟台开发区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老人在空中转了至少两圈
才落地。”5日，现场一位目击者

张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轿车刚过
红绿灯想要超过侧前方的车，形
成一个视觉盲区才引发意外。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事发
现场看到，一辆白色的比亚迪
轿车前保险杠脱落，前挡风玻
璃破碎，车前面有两处鲜红的
血迹。不远处，一辆自行车歪在
路中间，自行车的前车轮已经
不见，地面上散落着一些香、灯

具等物品。
“当时轿车自南向北行

驶，老人骑车自东向西行驶。”
张先生说，轿车当时想要超过
左侧一辆车，老人这时正好从
被超车辆前出现，被撞出有10
多米远，地上的刹车印有好几
米长。

路边围观的市民说，今天
是元宵节，老人应该是出来买

完香火准备回家，没想到在路
上发生了车祸。

随后，记者从烟台业达医
院了解到，老人因伤势严重，经
抢救无效身亡。“老人的致命伤
应该在头部，但具体情况，还要
看法医评断。”烟台业达医院急
诊科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他们
抢救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能
挽救老人的生命。

本报青岛3月5日讯（记者
赵璧） 近日，一德州籍27岁

的“猛子”在青岛小港海域捞扇
贝时发生意外，不幸身亡。

3月1日下午2点左右，在青
岛小港附近海域发生一起意
外。在距离岸边5海里左右，一
名27岁的潜水员发生意外，不
幸身亡。“我上来的时候，看到
他在海面上漂着。”另一名潜水
员小张告诉记者，出意外的是
他的德州同乡，被抬到船上后

口吐白沫，鼻孔流血，送到医院
也没救过来。

小张介绍，他们这行俗称
“猛子”，为人在海底捞扇贝挣
钱。过年后他们二人一起来青
岛小港干活，没想到才干了两
天就出事了。小张说，他们下海
后与船上唯一的联系就是输氧
管和一根绳子。下海后为了沉
到海底，潜水员每人身上都挂
有50斤左右的配重铅块，潜水
服里充上气，不到万不得已，潜

水员不会解掉铅块的，因为那
样上浮到海面，压力的变化对
潜水员的身体伤害很大。

小张说，从20米水下把人
拉到船上需要10分钟，人憋气
支撑不了这么久。死者就是遇
到突发情况自己解掉铅块上浮
的。初步估计是死者在海下作
业时，氧气管和绳子纠缠到一
起，绳子勒住了氧气管，导致窒
息，死者才解开了铅块。据小张
介绍，他们是从2009年开始从

事“猛子”这行，都是朋友之间
互相传授潜水技巧。青岛市青
岛人潜水俱乐部教练唐赛告诉
记者，除了装备落后，渔民更缺
乏潜水理论知识，遇到突发情
况难以应付，很多人不知道下
潜超过12米需在5米位置停留3
分钟排氮。

4日下午，经过八大峡边防
派出所的调解，事发渔船和死
者家属达成协议，船长赔付死
者家属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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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诚恳道歉

2015年2月18日晚上11点左右，一只

幼虎从平度谷物大厦楼顶坠落死亡。这

只幼虎是我临时代养的。幼虎原本是茶

山风景区所有，因为考虑饲养标准高，

而风景区效益欠佳，我出于好意，也是

帮助朋友，主动与茶山风景区签订协

议，帮助他们饲养。

由于疏忽，造成幼虎受惊从楼顶坠

下死亡。事件发生后，我深感痛心，积极

主动接受有关方面处罚，认为发生这样

严重的事件，我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与青岛市人大代表身份不相符，特

诚恳向社会道歉，并同时向平度市人大

常委会申请辞去青岛市人大代表职务。

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大度谷物有

限公司总经理

事发后，杨文政饲养的另一只幼虎被送往野生动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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