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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逃逃亡亡2200年年，，一一杀杀人人逃逃犯犯终终落落网网
因婚恋矛盾，杀死前女友家中4人并放火焚烧

办办理理预预付付卡卡遭遭遇遇发发卡卡人人““跑跑路路””
市场监管局支招消费者办卡“五要”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荀哲） 近年
来，预付卡式消费在餐饮、美容
美发、洗浴、健身等多种服务行
业广泛使用，成为新兴消费业
态，预付卡形式消费似乎具有
一定的便利性和价格优惠，但
是背后存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记者从章丘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近期关于预付卡的
投诉居高不下，反映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服务缩水、霸王条款、
突然关门消失、单方面终止服
务等几个方面，尤其是在章丘
目前“拆违拆临”的大环境下，
许多商家在没有告知消费者的
情况下，借由搬迁擅自关门跑
路，导致消费者既无法消费又
无法退卡的现象发生。

为此，章丘区消费者协会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办理预付
卡时，要提高防范意识，做到

“五要”。谨慎选择商家，尤其注
意查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确
认经营主体资格，看商家经营
地址与营业执照的注册地址是

否一致。办卡后看出具发票是
否与执照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选择市场信誉度高、在商务部
门备案的商家。

理性卡内充费。办理预付
卡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充
费，不要受商家的宣传和大幅
折扣优惠而冲动消费，尽量不
要冲入过多金额，并尽快消费。

签订消费合同。不要轻信一
些商家口头承诺，务必签订书面
合同，明确约定商品或服务的数
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
期限和方式、售后服务等内容，
为日后可能产生的消费争议提
供解决的途径和依据。

保存发票证据。每次消费
后注意核对余额动态，以防卡
内余额缺失。

主动维权。使用中如果商家
违约导致消费纠纷的发生，消费
者可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令2012年第9号《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根据
相关证据追索相应赔偿，善于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双山环卫所：

对对接接创创城城，，规规范范物物业业小小区区管管理理
本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高兆洲） 近日，双山环卫所组
织辖区内所有物业小区召开专
门会议，帮助物业小区更好地
对接环卫作业标准，提高物业
小区规范化管理水平。

据双山环卫所负责人介
绍：“此次组织物业小区召开专
门会议，为的就是将环境卫生
作业标准、管理规范、监督办法
等进行详细的讲解传达，让物
业小区知道怎么干，全面推进
物业小区更好更快地迈入规范
化管理进程。同时，对照创城标
准和要求，对物业小区进行监
督检查，为创城攻坚提供坚实
的基础。”

据了解，双山环卫所按照
“步步分解、条条清晰、事事明

白”的讲解步骤，将环卫作业标
准和创城相关要求进行了针对
性传达，同时明确了下步工作计
划和监督检查办法。将保洁、清
运、管理、考核、监督等方面的标
准以及创城要求进行一一讲解，
将各项要求进行无缝对接，确保
各个物业小区对环卫作业标准
和创城要求了解到位。

在下一步工作中，环卫中心
将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责任，并将
监督检查出的相关问题向双山
街道和各物业小区进行传达，限
期整改，确保问题有人查、责任
有人究、反馈有落实。同时，建议
各个物业小区建立自己的监督
检查队伍，确保达到“实时发现、
随有随清”，实现环境卫生水平
的不断提档提升。

本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陈平） 7月24日下午，章

丘区潜逃20余年的部督命案
逃犯李某被押解回章丘，至
此，相公庄“1997 . 2 . 25”特
大杀人案成功告破。该逃犯
是章丘分局最后一名在逃命
案逃犯，随着该犯的落网，章
丘分局命案逃犯抓获率达到
100%。

据了解，1997年 2月 25
日，相公庄镇南王村王某一家
4口被人杀死在家中，后被犯
罪分子纵火焚烧现场。经缜密
侦查，专案组认定，之前与王
某旗之女谈过恋爱的李某

（男，1967年生，相公庄镇巡检

村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李某
于案发后不知去向。该案造成
4名被害人死亡，社会影响极
为恶劣，能否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并绳之以法受到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

刑警大队民警刘佳称，
案发20年来，章丘分局从未
放弃追缉。围绕其可能藏匿
的地点，采取各种基础排查
和技术侦查手段寻觅其踪
迹，先后赴东北白山市、湖北
武汉市、内蒙古赤峰市等地
查找线索，追逃足迹遍布全
国大江南北。

“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
根据分局提供的犯罪嫌疑人

的基础信息，7月21日，我们
接到蚌埠警方的通告。通告说
抓获一名疑似‘2 . 25特大杀人
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刘佳
称，接到通告后，警方立即组
成专案组赶赴蚌埠。“经过两
天的突击审讯和技术手段鉴
定，终于确定他就是我们要找
的20年前杀人案犯罪嫌疑人
李某。”

经突审，李某供述了因
婚恋矛盾，于 1997年 2月 25
日凌晨潜入前女友家中，杀
死 4人并放火焚烧的犯罪事
实。随着李某的落网，章丘公
安分局命案逃犯已经被全部
抓获。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常景根）
根据山东省交通运输监察总
队关于《全省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违法行为路面执法检查专
项行动方案》的要求，章丘区
交通运输局坚持“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深入
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
行为路面集中检查。7月25日
上午6点至8点、下午5点至7
点，章丘区交通运输出动执法
人员38人次，执法车辆10余
辆次，检查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38辆。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路面
执法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
证》；检查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驾驶员和押运员的从业资格
证；检查实际运输货物或者货
单记载内容是否与许可范围
相符；检查车辆和罐体外观是
否非法改装；检查车上是否配
备必要的应急处理器材和防护
用品；检查是否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卫星定位车载终端；检查
是否悬挂危险货物运输标志。

据了解，为进一步扩大治
理效果，发挥区域联动优势，
安全规范、扎实高效地开展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路
面执法检查专项行动，7月19

日，济南、泰安、聊城、德州四
市交通运输监察支队召开专
题会议，制定了《2017年鲁北
四市交通运输监察机构危险
货物运输违法行为路面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集中行动实施
方案》，决定自7月至12月底，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违法行为路面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
7月份以来，章丘区交通运输
局依托治超检测站加大执勤、
执法力度，采取固定与流动方

式，深入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路
面执法专项检查，对查出的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严厉惩处，以
确保章丘区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

自七月份开展危险货物
运输违法行为专项检查以来，
章丘区交通运输局共出动执
法人员100余人次，检查危险
货物运输车辆130余辆次，查
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
为5起，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视情节给予3万到10万元的
处罚。

章丘区交通运输局开展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集中检查

查查处处55起起违违法法，，罚罚款款33万万到到1100万万元元

杀人嫌犯李某被押解回章丘。 通讯员 陈平 摄

执法队员检查车载灭火器。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万月月）“我
当时喝了酒，神志不清，与父亲
争吵后心情也不好，一时间冲
昏了头脑……”庭审过程中，年
仅18岁的小伙刘某说道，因酒
后想起邻居王某误会其偷她家
钱的事儿，一时愤懑，三次拿刀
捅伤邻居。日前，章丘区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被告
人刘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6年9月，家住章丘区垛
庄镇的刘某，喝酒后看到邻居王
某回家，想起了之前王某私下说
其“偷她家钱”的事，于是便想吓
唬教训王某。当日下午，刘某携
带螺丝刀推门进入王某家中，趁
王某毫无防备，从屋里摸起一把
菜刀走到王某身后，并将刀架在
王某脖子上，几番挣扎后王某将
刀打落。随后刘某在与王某的争
执中，萌生与王某同归于尽的念
头，于是又从裤兜里拿出螺丝刀

向王某颈部捅了下去，王某极力
反抗，二人摔倒在地后王某趁机
夺走螺丝刀。

此时刘某仍不死心，又骑压
在王某身上，以捂嘴、掐脖子的
方式压制王某反抗。在反遭推倒
的情况下，刘某顺手从倒地处的
台子上拿起一把剪刀朝王某颈
部捅去。见到王某颈部流血后，
刘某这才醒酒并感到害怕。在王
某的劝说下，刘某松开剪子，匆
忙离开现场。案发后，王某被送
往医院治疗，经法医鉴定，王某
胸部损伤为轻伤二级；其颈部、
右手部损伤均为轻微伤。

此案件中，被告人刘某为泄
私愤，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
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刘某在犯
罪过程中，主动放弃犯罪，系犯
罪中止，且案发前系临时起意，
案发时刚刚成年，案发后赔偿被
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可从轻处
罚，章丘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酒酒后后连连续续三三次次拿拿刀刀捅捅伤伤邻邻居居
垛庄小伙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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