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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微博打热线投诉明显增多

环环保保出出重重拳拳关关停停污污染染作作坊坊

24小时

沉迷网游多年

诈骗百余万元

酒酒后后蹊蹊跷跷死死亡亡竟竟另另有有原原因因
原是死者酒后被撞颅内出血所致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张妍) 多年沉迷于网游，欠下
债务，竟然诈骗来弥补亏空。东躲西
藏一年多，近日，嫌疑人李某被武城
警方抓获。

2014年7月18日武城县四女寺镇
一村民报案称，李某以故城山水水
泥厂业务员身份，以预存水泥价格
优惠的名义多次对其实施诈骗，涉
案价值达五十余万元。办案民警通
过初步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
涉嫌诈骗一案受害人众多，而李某
本人为躲避受害人索债，近一年来
更是踪迹全无，给案件的查证工作
带来很大困难。

经查，李某藏匿在一高层小区，
并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鉴于其有跳
楼自杀情况，为其安全考虑，民警没
有贸然实施抓捕。近日，经过侦查得
知李某正藏匿于德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长河街道办事处某村其一位朋友
家中。民警在其藏匿地点将尚在睡梦
中的李某抓获归案。

据了解，自2009年以来李某沉迷
于网络游戏，造成债台高筑，并将自
家准备购买新房的钱款也全部挥霍
掉。其在故城县山水水泥厂辞职之
后，又以故城县山水水泥厂业务员的
身份，以预存水泥价格优惠等名义收
取二十余名客户水泥预付款，涉及资
金一百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
骗罪已被武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案件查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淘宝上办假证

上高速就被查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孙磊) 刚刚考完科目二，就着
急开车上路。3月3日，滨德高速大广公
安检查站查获一名男子史某，所有证
件都“源自”淘宝。

3月3日17时许，执勤民警在104

国道大广公安检查站查获一原车号
为冀H45458的马自达牌小型轿车(当
时悬挂的车号是假牌：晋C2N876)在
104国道上行驶。执勤民警在例行盘
查时发现驾驶证、行车证上的车牌
号码和汽车悬挂的车牌号码都是相
符的，牌子上的螺母也没有问题，但
是在进一步检查后，在后备箱发现
了两副车牌 (一副真实车牌，一副假
牌子 )，于是上网调取该人员身份证
信息，发现该嫌疑人史某是无证驾
驶，继而发现驾驶证、行车证、车牌
全是伪造的。

经审讯，史某对其使用伪造车牌、
驾驶证、行车证以及无证驾驶的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原来，史某刚考过科目
二，准备考取科三，但是由于着急用车
办事情，才花钱办的假牌子、假证件。
驾驶证、行车证、车牌都是以200元的
价格在淘宝网上购买的，共花费600

元。目前，史某已被滨德高速大广公安
检查站行政拘留二十日。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李光明 何
苗苗 ) 近日，禹城市公安局
女子王某报警称，丈夫与朋
友饮酒后抢救无效死亡，妻
子要求朋友承担责任。办案
民警在多次查看监控的过程
中发现，这并非是一起简单
的酒后非正常死亡案，在男
子死亡背后还隐藏着一起交
通肇事案。

3月2日下午下班后，应
朋友的邀请，禹城市某小学
的张老师前往商贸港一家饭

店参加同事聚会，在吃饭期
间张某和另外两名同事每人
喝了二两左右白酒，饭后20
时左右张某回到家中。因当
晚学校值班，在家中停留了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张某
骑着自行车返回学校，当晚
23时20分许，张某回到家中
后开始呕吐不止，妻子见状
将其送进了医院，3日凌晨2
时许，张某经医生抢救无效
死亡。

办案民警通过现场发
现，张某所骑自行车有摔过

的痕迹，妻子王某认为因丈
夫喝酒过多导致骑自行车时
摔倒，其死亡与和朋友饮酒
有直接的关系。经过走访学
校门卫证实当晚张某并未回
到学校值班，勘验组民警在
张某尸体的腿部也发现了明
显擦伤，所骑自行车也有明
显凹痕。经过大量的工作，死
者家属同意对张某的尸体进
行解剖。

禹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办案民警对张某有可能出现
的每个路口进行不间断查看。

一处视频监控显示，3月2日晚
上22点30分左右，张某离开居
住小区回学校值班，在行至人
民路与丰顺巷路口穿越马路
时，被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撞
飞。车上驾驶员下车查看后离
开，张某在路边停留二十分钟
左右的时间，自己推着自行车
赶回家中，在回家的途中呕吐
不止。同时，法医尸检结果显
示，张某系颅内出血死亡。得
知这一真相后，交警部门锁定
了嫌疑车辆，一举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刘振 ) 近日，柴静的《穹顶
之下》将公众的环保意识引
燃至高点，更多的德州市民
开始随手拍污染照片、随时
@环保政务微博、拨打环保
热线12369，德州最近的的环
保热线和环保政务微博也热
闹了起来，根据市民提供的
线索，环保部门快速行动对
违法排污现象进行了重拳整
治，其中夏津就有一家排污
小作坊被责令停产。

3月4日，市民李先生通过

手机软件污染地图举报，晶华
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天天排放
黄烟，氮氧化物超标近四倍。
还有市民反映山东恒源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硫4
日16时的排放量达到了1657
微克/立方米，超标4 . 5倍。有
市民通过举报：“武城人民医
院的医疗废水设施经常停运，
偷排漏排也是家常便饭，医疗
废水成分复杂、危害极大，严
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希
望监管部门重视一下！”德州
环保局官方微博均作出了回

应，“已责成相关部门处理，相
关情况及时回复。”

记者了解到，根据市民提
供的线索，环保部门快速行动
作出了整治措施，其中有市民
反映，夏津县城东泰通停车场
东部有一化工厂严重污染空
气和水，夏津县环保局立即组
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询问，该
停车场东部是一家利用油脂
加工厂下脚料白土进行挤油
的小作坊，院内有一台锅炉、
两台挤压机和四个储油池，设

备简陋，工艺简单。主要原料
是植物浸出油加工厂的生产
废料白土，经过水加热搅拌均
匀后加入挤压机，挤出部分油
脂进行出售，生产过程中有轻
微气味产生，无废水排放。因
该挤油作坊无任何环评手续，
也未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夏津县环保局前期就依法对
其下达了责令停止生产通知
书，并依法进行了处罚。目前
该作坊已经停止生产，下一步
夏津环保局将加大监管力度，
防止该厂再次违法生产。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徐良 贺
莹莹) 城隍庙市场关停的消息引起
市民关注，记者了解到，按照德城区
人民政府要求，考虑业主商品库存
及、新市场入驻、商铺装修等实际需
要，决定对城隍庙市场实行分段缩短
营业时间，关停时间延后至3月31日
零时。在此期间，只允许销售市场内
日库存商品，不允许市场晚新货品进
入市场销售。

3月5日恰逢正月十五，城隍庙市
场里挤满了人。有的市民来捡些便宜
货，有的则是来和这个20多年的市场
拍照留念，而城隍庙的商户们更是不
舍。“听说城隍庙市场正月十六关门
的消息后，老父亲非要让我带他来看
看，还让我多拍些照片。“家住运河经
济开发区的宋女士是专门来和城隍
庙合影的，像所有市民一样，她也没
做好这座老市场消失的心理准备，站
在市场的各个入口照了个遍。老父亲
表情严肃，也不肯说话，宋女士告诉
记者，父亲很失落。对于老父亲而言，
城隍庙不仅是一座便利的市场，更是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市井生活情怀。
日常的一针一线，婚丧嫁娶的各种所
需，在这里转一圈都能买到，城隍庙
是最先为德州人提供便利的市场，久
而久之人们便对它有了感情。

“卖办公用品的、卖小家电的、卖
装饰品还有日用品的……这些摊位
在什么位置，我闭着眼都能找到，太
熟了，就是因为太熟了才舍不得。”赵
先生称，听说拆迁消息后，他每天都
来转一圈。“养一个市场不容易，搬迁
的消息太突然了，舍不得走。”家住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杨玉平说，自己从小
就来城隍庙买东西，长大后在这里做
起批发生意，已和这里有了感情。

据了解，城隍庙市场关停时间延
后至3月31日零时市场营业时间具体
调整为，3月6日-15日营业时间为：9：
00-17：30。3月16日-22日营业时间
为：10：00-17：30。3月23日-27日营业
时间为：11：00-17：30。3月28日-30日
营业时间为：14：00-17：30。

实行分段缩短营业时间

城城隍隍庙庙市市场场关关停停延延至至本本月月底底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贺莹莹 徐良 ) “狂

甩”“大清仓”“拆迁处理”...

临近拆迁的城隍庙市场的
商户们打出清仓招牌。3月
5日，记者在城隍庙市场看
到，市场内一片繁忙，虽不
是周末，但是市场内挤满
了前来淘货的市民。

5日，记者在城隍庙市
场看到，横七竖八的货品摆
在地上，让这个老市场显得
有些凌乱。清扫员一遍遍地
清扫，男女老少挤满了窄窄

的过道，推货品的商户艰难
地进进出出。新的搬迁计划
表还允许阳光透过棚顶照
亮市场至本月底，而熟悉的
讨价还价声看不出它不久
后要被拆除。

“过来买些摆件，正好
装饰一下新房子，再买些日
用品，图个便宜。”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苏先生特意来此
讨些中意的商品。“家里缺
啥小东西都会来这置办，转
一圈肯定齐全了，突然要拆
迁还怪不适应。”

记者在不少店内看
到，货架上的货已经不全，
有的便于出售直接将货品
摆在店门口，在一家花瓶
花艺店内，老板娘打出了

“狂甩”的字样，“货都是年
前进的，搬迁后去那边还
要装修布置，趁着过节期
间把库存尽量销售出去，
也好进货。”老板娘称，自
正月初八拆迁的消息公布
后，市场内每天都挤满了
人，比春节前客流量还多，
走货也不少。

清仓狂甩市民蜂拥而至

3月5日，城隍庙市场内不少商铺已挂出清仓处理的标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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