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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乘电梯摔伤获赔3 . 6万
伤者质疑对方处理太慢，工作人员称有工作流程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德州
一个涉黑犯罪团伙，组成了一个
所谓的“郑店帮”。他们靠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来达到控制出租
车行业的目的。近期，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历
下警方现在最高悬赏20万征集
团伙犯罪线索。

近期，公安机关在侦办王富

涉黑恶犯罪团伙案件中，得到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
助，侦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现
已对王富等多名嫌疑人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王富(男，32岁，户
籍地址：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
明湖白鹭郡一区 3号楼 2单元
1302号)、夏行运(男，22岁，户
籍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
渡口驿乡夏庄村188号)、张朝
滨(男，36岁，户籍地址：山东省

德州市乐陵市郑店镇郑店西街
村13号)、张天智(男，36岁，户
籍地址：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
郑店镇郑店西街村100号)、张
天文(男，37岁，户籍地址：山东
省德州市乐陵市郑店镇郑店西
街村114号)。

经工作初步查明，以王富
为首的涉黑恶犯罪团伙，在济
南出租车行业中组成所谓的

“郑店帮”，纠集人员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控制行业市场。为除
恶务尽，深挖余罪，彻底摧毁王
富涉黑恶犯罪团伙，希望知情
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该团伙及其
成员的违法犯罪线索，对于经
调查属实的公安机关将依据

《济南市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举
报奖励办法》给予最高20万元
人民币的奖励。

举报电话：15505316686高
警官 15662433557李警官

《全是硬菜！济南两户居民频
频收到“离奇外卖”，还有更恐怖
的……》(9月19日济南头条)

网友@lingrun：这事太离谱，
细思极恐。

网友@阿振小哥：必有隐情。
网友@旭日东升南飞：不是

电话实名制吗？
《一二年级没书面作业，济南

家长慌了,追着老师求作业！》(9
月19日济南头条)

网友@七家村小恩：压力山
大。

网友@秋高气爽：老师也无
奈，只得在群里再三告诉家长，不
写永远写不会、写不好。

《保时捷车主被查想托关系
求情，济南交警怒怼“谁也救不了
你”》(9月18日济南头条)

网友@邵阳209581598:录像
后就救不了你了。

网友@不管闲事4 :打什么马
赛克啊。

网友@实话实说新闻 :全国
向山东交警学
习。

网友@桐
桐小妮 :你开
保时捷不很牛
吗？为警察点
赞。记者 程
凌润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关后备箱手劲过猛
8000元手机甩“飞”了

□记者 张国桐
见习记者 杜亚慧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4月12
日，家住明湖路附近的邱女士，
在去银座购物广场明湖店购物
时，在乘坐电梯上行的一霎那，
突然摔倒在电梯口。事情发生
后，邱女士回家呆了几天，但一
直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于是便来
到医院检查，可没想到医生诊断
为胸椎骨折、膝盖积液裂伤，对
此向超市索要药费赔偿。

老人商场摔伤花费数万

19日上午，记者联系到邱女
士，说起4个多月前发生的一幕，
她至今历历在目。“我80多岁了，
摔一下挺厉害的。”邱女士说，事
情发生后，其他顾客和超市工作
人员将她扶起，并在超市内休息
一段时间。当时感觉身体并无大
碍，超市就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她
回到家中。

几天后，邱女士一直感觉胸
部发闷，膝盖也疼得厉害，于是
来到医院进行检查，可结果着实
让邱女士及其家人吓了一跳。

“诊断说是胸椎骨折、膝盖积液

裂伤需要住院进行治疗。“邱女
士说，她住院治疗了10多天，药
费就花了近6万元。

邱女士称，她觉得超市电梯
口有安全隐患，也没贴安全警示
牌，对此她要求超市给予药费赔
偿。但自从5月5日将看病的病
历、证明交给超市工作人员之

后，就一直等待超市回复，然而
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赔偿款。不
过昨天联系我说，19日就可收到
赔偿款3万6千余元，但我有点不
太相信了。

当事人已收到赔偿款

针对邱女士遭遇，19日上午
记者来到银座购物广场明湖店，
对于此事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她是4月12日在超市电梯口摔
倒的，我们已经决定承担，但申
报赔偿也有工作流程，而且期间
我们也担心老人身体，多次看望
她并主动建议去医院检查以及
索要病历、证明等。”

据工作人员表示，老人摔伤
后在超市休息约40分钟后，超市
就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回家。之后
4月16日她来到超市，说自己摔
伤了要求赔偿五百元。

工作人员说，事发后，超市工
作人员一直希望她尽快到医院检
查，但老人不同意，直到4月22日得
知老人住院。为此特意催促老人及
其及家人，尽快将病历、证明等交
到超市以便申报保险公司进行赔
偿，可老人一直拖延，到了5月中下
旬超市才进行申报。

“我们申报也有工作流程，需
要保险公司打入对公账户，之后
再由我们转入老人账户。”工作
人员说，现在公司流程已经走
完，药费总共4万余元，申报90%
赔偿款共计3万6千余元。

随后，记者从邱女士那里得
知，赔偿款已经于19日下午收到。

“郑店帮”欺行霸市意图控制出租车行业
警方悬赏20万征集该团伙的违法犯罪行为

□记者 张敏`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近日，
市民张女士来电表示感谢，6日
她开车到南辛庄某公寓探望老
人，中途发现新买的8000元手机
丢失，四处寻找没有踪迹。

据了解，张女士这款手机价
值8000多元，里面保存了单位的
很多资料，并且都没有备份。张女
士称，这些资料一旦丢失，重新找
回非常困难。

后来张女士开始慢慢回忆使
用手机的经过。原来，张女士下车
前还接过电话，但通话中就没电
了，下车时手中拎着看望老人的
慰问品，并且还攥着手机。

“一位有经验的保安大姐猜
测，手机应该是掉在这附近的冬
青丛里了。”张女士称，保安大姐
亲自钻进冬青丛里拨开落叶寻
找，最后在冬青丛的树根旁发现
了张女士的手机。

原来，张女士下车在后备箱
取出慰问品后，心里着急害怕迟
到，因此关后备箱手劲过猛，没留
意手中的手机飞了出去，并掉进
了旁边的冬青丛。

张女士非常感谢保安大姐，
想请保安大姐吃饭，但被谢绝，因
此把一面锦旗送到了保安大姐的
单位，并向对方表示感谢。

热心市民捐款献爱心
济阳重伤男童已苏醒

□记者 程凌润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9月18
日，生活日报02版以《三轮车没拔
车钥匙 2岁娃启动酿悲剧》为题
报道了济阳两岁男童小凡博无意
间启动了一辆没有拔下钥匙的电
动三轮车引发的悲剧。如今，一直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的小凡博已经
苏醒，但是因为要治疗，他目前仍
处于镇静状态。

9月19日上午11点半左右，
生活日报记者来到山东省立医
院小儿重症医学科外面的走廊，
小凡博的妈妈肖女士对记者说，
她与丈夫一直守在重症监护室外
面，对儿子的病情他们在外面无
能为力，但是他们是不会放弃给
小凡博治疗的。“有加我们微信给
我们发红包的，也有人通过银行
卡给我们转账的。”肖女士说，现
在有不少热心市民捐款，她很感
谢提供帮助的好心人。

“这是用的工资，还有一些
是同事和朋友转给我们的。”小

凡博的爸爸孟先生拿出手机点
开了好心人通过微信给他们发
的红包，从9月18日至今已经有
近二十条转账记录，总计有上千
元。当天上午还有市民为小凡博
捐款1000元现金。

不过，孟先生提供住院账单
显示，小凡博的医疗费用已经达
到12 . 7万余元。孟先生称，这些
费用还不包括他们在外面买药
的费用，如今他们已经拖欠医院
上万元费用。

随后，生活日报记者联系到
了山东省立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
(PICU)靳有鹏主任，她说小凡博
前几天已经撤掉了呼吸机可以自
主呼吸，虽然现在已经苏醒，但是
因为治疗的原因他还处于镇静状
态。

“现在还需要抗感染治疗、静
脉营养治疗等。”靳有鹏主任说，
小凡博身上还连接着很多医疗设
备，目前小凡博康复的希望很大，
但是还没有出危险期。

如果您想帮助小凡博，可以
拨打小凡博的爸爸孟先生的电
话15954123235。

追踪报道

卖掉房子逃避执行
老赖被追刑责

□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19日
下午，记者从历城法院召开的
新闻通报会上获悉，被执行人康
淑生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法院决定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目前，检察机关
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了解，康淑生与李某离
婚后财产纠纷，经历城法院审
理，判决康淑生将位于历城区
某小区的房屋一套交付李某，
康淑生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康
淑生仍拒不腾空交付房屋。为
达到继续占有房屋的目的，康
淑生将其一处自建房卖给他
人，自己一直居住在涉案的房
屋内，并以此为由拒绝腾房，致
使判决无法执行。历城法院依
法对被执行人康淑生拘留1 5

日，拘留期满后，康淑生仍拒不
履行。

被执行人康淑生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已涉嫌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决定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目前检察
机关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历城法院通报的另一起
拒执罪典型案件中，因李某欠
刘洪振债务，刘某将李某的一
台挖掘机拖走。李某向历城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历城法院经审
理判决刘某返还李某挖掘机并
赔偿损失。判决生效后刘洪振未
履行法院判决，并将涉案挖掘机
转移、倒卖给了马某。李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马某将涉案挖掘机再次倒
卖，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

刘某、马某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已涉嫌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决定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向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法院通报

老人在电梯口摔伤。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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