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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青青高高速速北北线线1100月月有有望望扩扩建建
目前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达15个，总里程达1058公里

本报青岛4月23日讯（记者 潘
旭业 通讯员 王阳） 由于经适
房供不应求，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过销售的“90后”男子张某竟动起
了“歪心思”，谎称自己可以通过内
部关系买到价格比市场上便宜很多
的经适房。2012年至2014年3月期
间，张某伪造黄岛区两家开发公司
的公章，先后与7人签订购房合同，
骗取购房款、好处费共计183万余
元。近日，黄岛区人民法院做出判
决，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
罚金20万元。

1990年出生的张某曾在一家房
地产公司做过销售，利用这点“专业
优势”，在2012年至2014年3月两年
期间，张某谎称自己可以通过内部
关系低价购买到青岛市黄岛区“大
卢家疃经济适用房”和“山水新城”商
品房。张某为了骗取购房者的信任，
伪造了“胶南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和“青岛灵山湾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两枚印章，分别与陈某、樊某、
辛某、曹某等5人签订了“大卢家疃经
济适用房”购房协议、合同，与丁某、
韩某2人签订了“山水新城”商品房
的购房协议、合同，骗取了7人购房
款、好处费共计183万余元。

这些购房者交完钱后，却迟迟
买不到房，每次询问，张某都找借口
推脱。买房者察觉了张某的骗局，向
警方报警。2014年4月，张某被公安
部门刑事拘留。

日前，黄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
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
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20万元。

本报菏泽4月23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宋明磊） 原本是客
户用于偿还贷款的钱，却被银行一
副主任装进自己的腰包。近日，郓城
警方抓获一名涉嫌挪用银行贷款的
嫌疑人，目前，该男子已被刑拘。

2015年2月6日，郓城一家银行
负责人来到郓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报案，称客户刘某于2013年4月贷款
10余万元，如今到期仍不偿还，还声
称自己已经还清。

郓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民
警首先找到贷款的客户刘某向其了
解情况，刘某称，早在2014年5月，他
就将10余万元现金交给了银行副主
任张某某，用于偿还自己的贷款，只
是手中没有还贷手续。

根据刘某提供的情况，办案民
警立即寻找张某某了解情况，但银
行负责人说，张某某于三个月前请
假外出。2015年4月20日，民警得知
张某某已返回家中，对其进行传唤。
经审讯，张某某承认已收到刘某偿
还的贷款，自己不但没有将此笔还
款交给银行，反而被自己挪用的犯
罪事实。

原来，2012年6月，刘某认识了
张某某。2013年4月，刘某找到张某
某帮其从银行贷款10余万元。贷款
到期后，刘某到张某某办公室将10
余万元交予张某某，并向张某某索
要贷款合同，但张某某告诉他“不用
要了，过后我把借款合同销毁，以后
保证不再向你要这笔贷款了。”刘某
就没再要贷款合同，直到后来银行
又催其还款，才知张某某根本没把
钱交给银行。

据张某某交代，他收到刘某偿
还的银行贷款后，一部分用于投资，
一部分用于消费被自己挥霍掉。另据
调查，张某某涉嫌违法发放贷款100余
万元，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目前张
某某已被郓城警方刑事拘留中。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者
沈振） 23日上午，记者从省

政府召开的全省高速公路建设
和公路改造推进协调会议上了
解到，济青高速北线扩建项目
有望于今年10月份开工建设，
济南二环东南延、二环南东延
两个项目将于今年5月20日开
工建设。同时，我省将加快公路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据了解，济青北线将从目
前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
道 ，全 程 全 线 设 计 时 速 为
120km/h，同时将新建7座互通
立交、新建1处服务区、新增2处

停车区。建设单位为山东高速
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估算总投
资约281 . 7亿元，建设总工期
为42个月，整个扩容工程有望
在2019年完成。

济青北线扩建工程起点是
青岛市主线收费站，终点是济
南市零点立交。整个路线呈西
东向至潍坊以后稍向东南，全
长309 . 172km，横穿山东中部的
17个县（市、区），连接五条国道、
十五条省道。济青高速公路由青
银线和济广线相关路段组成，其
中青岛（青岛主线新收费站）至
唐王枢纽段为青银线，路线长

287 . 312km；唐王枢纽至零点
立交段为济广线，21 . 86km。

济青北线是我省第一条成
规模的高速公路，也是省内最
繁忙的高速公路。目前济青高
速北线的车流量已经达到超饱
和状态，因为车流量大，各类交
通事故不断发生，严重影响道
路交通安全。扩建完成后，将极
大地缓解目前济青北线的拥堵
状况。

同时，记者还从会上了解
到，目前我省在建的高速公路
项目达到15个，总里程达1058
公里，投资概算821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239亿元，占总投资计
划的29 . 1%。其中，莱西至城
阳、聊城至范县、荣成至文登高
速公路预计年内建成通车，届
时，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将达到5300公里。

在开建高速公路项目的同
时，我省还将启动国省道穿越城
镇改线工程。据初步统计，目前
全省约有6492公里穿城镇路段，
占普通国省道总里程的32 . 3%。
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改造穿城
镇线路1000公里，对于无迁移路
线但具备改线条件的1400公里
穿城路段将改线新建。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者
沈振） 23日上午，记者从省

政府召开的全省高速公路建设
和公路改造推进协调会议上获
悉，由于债务结构不合理、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投向固定等
因素，省交通厅面临巨大的债
务到期压力。一旦融资得不到
接续，有可能发生违约风险。

据了解，未来三年省交通
厅到期债务超过400亿元，约占
其债务总额的45%。其中，短期
债务约为280亿元。据初步估

算，2015—2017年省交通厅年
均偿还债额约130亿元，而目前
还贷预算安排约为100亿元，偿
债缺口达30亿元。目前，省交通
厅主要通过新增短期贷款临时
周转进行还贷。

在背负着巨大债务的同
时，未来几年我省公路建设及
养护任务依然繁重，资金需求量
巨大。据了解，至2017年末，我省
还将建设潍城至日照高速公路、
泰安至东阿高速公路，以及对济
青高速北线、滨莱高速淄博至莱

芜段、京沪高速莱芜至临沂段等
三条线路进行扩建，预计相关
投资额将超过1000亿元。与此
同时，目前全省公路养护需求
也将超过100亿元，未来我省公
路建设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目前，虽然我省高速公路
建设呈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
资方式多样化的特点，但在融
资方式上侧重于银行贷款，利
用资本市场融资相对不足，当
前我省正面临着公路建设资金
出现“瓶颈”的难题。

“一是利用上市公司平台
实现公路建设项目融资，充分
发挥我省大型公路建设上市公
司的平台优势，进行融资；二是
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三是
发行债券融资；四是通过转让现
有项目股权或资产方式融资；五
是创新融资方式，可以通过股权
投资基金、债权投资基金等方式
融资。”对于我省公路建设出现
融资难问题，山东省金融办有关
负责人建议从以上5个方面解
决公路建设融资难的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轿车夜晚肇事

撞伤七人逃逸

济南历下区工业南路与
烈士东路交叉口南侧一家烧
烤店的店员说，2 2日晚1 0点
半，一辆夏利轿车突然冲向烧
烤店前的人群，造成多人受
伤。肇事男司机驾车逃逸。

23日早晨9点，警方正在
事故现场调查取证。烧烤店西南
角的水泥地上，有一摊凝固了的
血迹。水泥地东北角，破碎的玻
璃酒瓶、烧烤盘子和没有吃完的
食物散落了一地。

附近居民称，事故发生
时，曾听见很多人的尖叫声。
等附近居民赶来时，只看到烧
烤店前一片狼藉，不少顾客正
呼叫着往外跑。一位商店店主
说，轿车肇事后，驶上了工业
南路，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烧烤店主说，事故共造成
7名就餐顾客和店员受伤，其
中1人全身多处骨折，伤情较
为严重，已经送医治疗。

遭遇飞来横祸

全身多处骨折

烧烤店员赵先生在事故
中也受了轻伤。“右腿很疼，肌
肉拉伤，但是骨头没事。”23日10

点左右，赵先生在朋友的陪同
下，到事发现场附近的一家诊所
就医。“当时不知道是怎么了，车
就跟疯了似的冲了过来。”陪同
赵先生的朋友称，肇事车辆是一
辆改装过的夏利轿车，从轿车冲
向吃烧烤的人群，到肇事逃逸，
也就几分钟时间。

23日11点左右，在省立医
院东院骨科病房，记者见到了
事故中受伤较为严重的李帅

（化名）。李帅的左腿和右胳膊
都缠着绑带，受伤的嘴唇和鼻
子仍未消肿。

“昨天晚上刚送来的时
候，他全身都是血，牙齿被撞
掉了一颗，下巴和鼻子都被撞伤
了，骨盆、尾椎和臀部等全身多
个部位都有骨折和擦伤，最严重
的是左腿。”李帅的一位亲属毕
先生说，李帅被送到医院时，人
已经昏迷，意识不清。

“这个烧烤店是新开的，
我丈夫和店主认识，2 2日晚
上，有朋友给他打电话约出来

吃饭，他们就去了那个烧烤
店，本来是想给店主捧个场，
没想到竟发生了这样的事，真
是飞来横祸。”李帅的妻子说，

“当时我丈夫他们几个在那儿
围坐着，突然就冲过来一辆
车，把好几个人都撞倒了，一
下子所有的人都蒙了。”

李帅的妻子称，事发后了
解到，事发时，肇事司机在烧烤
店西侧撞了一个人，又撞向其他
食客和店员，造成7人受伤。

“我丈夫是最后一个被撞倒
的，伤得最厉害。撞完人后，肇事
司机想逃跑，他们想要拦，但最
后没拦住。”李帅的妻子说。

被指酒后驾驶

嫌疑人已投案

李帅的亲属毕先生说，22
日晚上，事故发生后，共有6名
伤者被送到省立医院东院检
查治疗，有的是腿部受伤，有
的是腰部和脚受伤。

毕先生怀疑肇事车辆冲
向人群是“故意的”。李帅的妻
子说，有人看到事发前肇事车
辆曾在事发地附近的马路上
转了几个圈，是逆行过来的。

“司机应该是喝了酒，是
酒后驾驶。”烧烤店主说。

事发地附近的一位商户称，
事发前，肇事车辆就曾经来过烧
烤店。“那辆夏利车开走之后，过
了一会儿又回来了，第二次回来
就发生了撞人的事。”

下午4点左右，记者联系
烧烤店主，得知其正在派出所
协助调查。“我不认识肇事车
主。撞人之前，他曾开车来过，
当时满身酒气。他第一次来，
就是来故意闹事的，当时我对
他进行了劝阻。没有想到的
是，他第二次来竟发生了这样
的事。”烧烤店主说。

23日下午5时许，嫌疑人
到公安机关自首，目前案件正
在审查中。本报会对此事进一
步跟踪报道。

轿轿车车冲冲向向烧烧烤烤店店，，撞撞伤伤77人人逃逃逸逸
肇事司机被指酒驾，目前已投案自首

相关新闻

我我省省公公路路建建设设面面临临巨巨额额债债务务

4月22日晚10点半，济
南工业南路与烈士东路交
叉口，一辆轿车冲向烧烤店
前吃烧烤的人群，造成7人
受伤，其中1人全身多处骨
折，6人轻伤。肇事车辆逃
逸，警方成立专案组追查。
23日下午5时许，嫌疑人到
公安机关自首，目前案件正
在审查中。

李帅(化名)全身多处骨折，正在住院治疗。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

伪造公章卖房

男子诈骗183万

客户还银行钱

他装进自己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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