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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
者 杜洪雷） 从所谓的“副
厂”购进劣质的发动机配件，
然后贴上潍柴、康明斯等名牌
的商标，以高达70%的价格差
对外销售，甚至出口到非洲、
越南和俄罗斯等国家。近期，
济南警方对位于天桥区黄岗
工业园一公司的仓库突击查
处，发现大量的假冒品牌的发
动机配件，并将涉案的三名嫌
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济南警方16日的最
新通报，今年7月份，济南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和天桥分局获
取了一个销售假冒汽车配件
的线索，而且数量非常庞大。
随即，民警对涉案的某汽配商
贸有限公司进行侦查，发现其
在办公地之外有一个大型仓
库。但是，该公司对仓库的管
理非常严格，一般人员不允许
进入。

通过对相关车辆的跟踪，
民警发现该商贸公司日常从

省内多个小厂子购进汽车发
动机配件，然后进行销售。在
逐步掌握了部分证据之后，民
警于9月15日对位于天桥区黄
岗工业园四区“济南某汽配商
贸有限公司”仓库进行突击检
查。民警发现一个面积非常大
的仓库内，堆积着各种发动机
的配件，既有真品也有假冒商
标的劣质配件。

经过专业人员的分辨，民
警当场查获“潍柴、康明斯、
曼、派克、威伯科、霍尔赛特、
弗列加”等7个品牌、80余种型
号假冒注册商标的发动机配
件，涉案资金200余万元。

其间，民警迅速控制相关
涉案人员，搜查扣押了相关涉
案证据物品，并对公司仓库内
各类假冒汽车发动机配件进

行清点和扣押，及时固定了物
证、书证和电子凭证。通过对
来往账目进行调查，民警发现
该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到全国
多个省市，并有销往非洲、越
南、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贸
易。据天桥分局治安大队二中
队中队长李炳强介绍，该公司
从省内外六七个小加工厂（所
谓的“副厂”）低价购进发动机
配件，冒用知名品牌的商标加
价对外销售从中获利。

“副厂配件和真品之间的
价格差距非常大，例如一个正
厂的配件价格100元，那么所
谓的副厂配件也就是30多块
钱，价格差在70%。”李炳强称，
该公司的负责人已经经营汽
配生意多年，只要对方告知需
要的配件，他们就能够在很短
的时间内调集，贴上商标就销
售。目前，涉案公司主要负责
人唐某雷、刘某明、唐某田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临沂12月16日讯（记者
高祥） 临沂市物价部门近日组织
召开临沂市城区水价改革听证会，
拟对城区用水实行阶梯水价。根据
听证方案，居民用水第一阶梯最低
年用水量为144立方米/户，综合水
价保持现行标准不变为2 . 95元/立
方米。方案二第一阶梯年用水量为
1 5 6立方米/户，综合水价标准为
3 . 00元/立方米。在28名参加听证的
代表中，有19名代表认为方案一更
为合理。

在方案一中，第一阶梯年用水
量144立方米/户（含144立方米），第
二阶梯年用水量144-240立方米/户

（含240立方米)，第三阶梯年用水量
240立方米/户以上。

城市供水综合水价含城市供水
基本水价、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城
市附加。并入后的居民基本水价为
1 . 90元/立方米，加上污水处理费0 . 70

元/立方米和水资源费0 . 35元/立方
米，第一阶梯综合水价保持现行标准
不变为2 . 95元/立方米；第二阶梯综合
水价为3 . 90元/立方米；第三阶梯综合
水价为6 . 75元/立方米。

2016年底，将居民生活用水污
水处理费标准由每立方米0 . 70元调
整为0 . 95元，非居民用水由每立方米
1 .10元调整为1 .40元。调整后的第一阶
梯综合水价为3 . 20元/立方米；第二阶
梯综合水价为4 . 15元/立方米；第三
阶梯综合水价为7 . 00元/立方米。

临沂城区用水

将实行阶梯水价

本报菏泽12月16日讯（记者
姚楠 通讯员 孟荔 曹艳丽）
两名未满十八周岁的高中生，因生
活琐事一言不合，居然用水果刀互
捅，造成一人轻伤二级、一人重伤
二级的恶劣后果，最终，两人为自
己的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

被告人王某、朱某系单县某中
学高中学生，二人在单县北城办事
处广生店行政村租赁村民房屋居
住。2014年12月17日凌晨，朱某在居
住的房间内玩手机，住其隔壁房间
的王某认为声音太大，影响其休
息，遂上前理论，因双方均出言不
逊，发生争执，继而发生厮打。

两人被其他同学拉开后，王某
认为自己吃了亏，手持水果刀再次
冲进朱某住室，将其胸部捅伤。朱
某奋力将刀夺下，并将王某的胳膊
捅伤，造成王某左上臂桡神经断
裂。二人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经鉴定，王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
级；朱某的伤情构成重伤二级。

单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王某、朱某的行为均构成故意伤
害罪，依法应予惩处。两被告人犯
罪时均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
岁。单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
人王某、朱某适用缓刑，目前二人
均已重返校园接受教育。

两高中生起冲突

持刀互捅双双获刑

发发动动机机配配件件““贴贴名名牌牌””远远销销多多国国
假冒潍柴、康明斯等多个品牌，价格差高达70%

被被打打之之后后，，男男子子驾驾车车撞撞飞飞打打人人者者
当晚喝了三场酒，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青岛12月16日讯（记者
周衍鹏） 15日，青岛市邮政管理局
和青岛市公安消防部门联合举行
了“邮寄平安”消防安全知识手册
发放仪式，全市上万名快递员“兼
职”消防宣传员，将安全知识绑定
入户，以免费赠阅的形式，跟随每
个包裹，送到网购者的手中。据了
解，全市包括顺丰速运、圆通快递
等十余家快递公司的上万名快递
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岛城万名快递员

兼职消防宣传员

两个月前，21岁的王某酒后在兖州一KTV认识了女子倩倩，
当晚带着她去济宁和朋友吃饭，点菜时与邻桌六名男子起冲突，
双方发生打斗。六名男子听到警察来了之后逃跑，喝了酒的王某
跑上自己驾驶的奥迪A4轿车，开车撞向其中一名男子牛某，将
其撞飞五米远，接着掉头又从牛某身边驶过。牛某因被撞，全身
多处骨折，膀胱破裂，经法医鉴定伤情为重伤。

本报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牛文县 刘峰

“女友”被人指点，男子与对方起争执

“她是我在KTV认识的，当
晚带到济宁吃饭，却成了整个事
件的导火线。”归案后王某说。

10月5日晚上，王某在兖州
和朋友聚会，在酒桌上喝了两杯
白酒和十瓶啤酒，接着又和朋友
袁某去了一家KTV，袁某还特
意打电话从外面找来两名女子。
一阵欢唱后，王某又喝了两瓶啤
酒，对女子倩倩有了好感，当晚
带她去济宁和朋友吃饭。为此，
王某还用自己的本田CRV换了
朋友刚买的奥迪A4。

来到济宁已经是晚上11点

了，他们和朋友陈某约好在长虹
路与新元路交叉路口向西一路
边摊吃饭，这是他当晚喝的第三
场酒。

坐下后，王某和倩倩去点
餐，正巧邻桌的六名中年男子也
在点餐，见倩倩穿着艳丽，几个
人都在看她，言语上有些挑衅。
一旁的王某极为反感，说：“你们
认识我女朋友吗？”几名男子说：

“认识怎么着，不认识又怎么
着？”接着双方推搡起来，陈某赶
紧过来把双方拉开，几名男子回
到位子上坐下。

吃饭被人打，开车冲向打人者

两分钟后，几名男子走了。
但不一会儿，几个人又回来，有
人拿着甩棍，有人拿着啤酒瓶。
王某等人正在喝酒，一帮人上来
后双方开始打斗，女孩倩倩眼见
不妙上车等待。

王某被一帮人打到一幼
儿园门口，陈某则被人打到马
路上。听到有人喊：“警察来
了！”几名男子立即向西逃跑。
王某见对方跑了，立即驾驶A4
轿车带着倩倩向西追去。从监
控视频中看到，王某从路北掉

转车头冲着路南的一群人撞
去。其中的牛某听到后面急促
的车声，回头看时，车已经到
跟 前 。王 某 轿 车 直 接 撞 了 过
去，把牛某撞得飞到空中，又
重重地摔在路北。一行的时某
见状立即去扶牛某，但牛某已
经昏迷。

王某仍不罢休，掉转车头，
摇下车窗对时某等人说：“你们
再揍我，我还撞你们。”接着离开
了现场。牛某被撞成重伤，紧急
送往医院。

自称是追赶打人者，不承认故意撞人

事发后，济宁市公安局高新
区分局接到了报案，民警立即对
此立案侦查。由于嫌疑人当晚驾
驶的A4轿车没有车牌，给侦破
带来难度。民警侦查后发现，当
晚 陈 某 驾 驶 了 一 辆 奔 驰
GLK300轿车，可惜的是这辆车
的牌照是假的。民警根据天网监
控和走访调查，发现该车在北城
国际停车场内。很快，民警找到

陈某。陈某供述了当晚的情况，
并告知民警嫌疑人的身份。

民警在高新区一菜馆内将
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后，王某
称，当时他是去追赶打他的人，
而并非有意撞人。民警介绍，目
前的证人证词都否定了这一点。
目前，王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
警方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

仓库内堆满了各种假冒品牌的发动机配件。 警方供图

4 王某掉转车头，车辆从牛某身旁驶过。 监控截图

3 王某驾驶车辆将牛某撞飞。

2 王某发动车后掉转车头，追向几名打人者。

1 被打男子王某跑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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