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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06

热线追踪

庆生宴后，醉汉打断的哥腿
订餐电话让打人凶手露马脚落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11月9日本

报C10版刊登了一的哥
因拒绝超载竟被人打断

腿的事情。16日，民警根
据一个订餐电话顺藤摸

瓜，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王

强(化名)、刘浩(化名)相

继抓获。原来，当天是王

强的30岁生日，刘浩等

人为他在酒店内庆生，他

们喝得酩酊大醉。

11月17日，在济南

公安公交分局第五派出
所，记者见到了两名犯
罪嫌疑人王强、刘浩，

他们都来自长清，是相

熟的老乡。11月 7日晚

上，刘浩等人来到二环

西路与张庄路交会口

附近的一家饭店内为王

强庆生，当天正值王强的

30岁生日。

“他们一行十一人，

九个大人，两个孩子。”济

南公安公交分局第五派

出所的民警说，当晚10

点多聚会结束，刘浩帮着

王强拦了一辆出租车，司

机就是杨师傅。

因为王强一行有五
人，杨师傅因超载的问
题与王强发生了口角。

争执中，杨师傅怕对方
打他，下车后随手拿了

一个扳手。而王强和刘

浩却认为杨师傅是想

和他们“理论”。于是，

刘浩冲上前去一边夺杨

师傅的扳手，一边将他绊

倒在地。借着酒劲儿，两

人对倒地的杨师傅拳打
脚踢。

听到杨师傅大声呼

救，王强、刘浩向东逃窜，

并企图打车离去。结果，

倒在地上的杨师傅大喊，

“他们打人了，别拉他

们……”过路的出租车纷
纷躲避。最终，两人又跑

出一段距离后才打上一

辆出租车离去。

接到报警后，济南公

安公交分局第五派出所

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民

警通过饭店包间客人的

订餐电话，与张丽(化名)

取得联系，得知当天是王

强的生日，他让老乡刘浩

帮着张罗一下，刘浩因手

头忙碌就让自己的女友

张丽帮着订了这家饭店，

而张丽并未参加当晚的

宴会。

“当晚，他们每人都
喝了一斤多白酒。”民警

说，行凶的第二天，两人

醒酒后都对打人的回忆

很模糊。而现在，两人都
非常后悔，表示愿意承担

杨师傅的治疗费用。

随后，记者从省立医

院了解到，杨师傅的手术

费、医药费等已花费了三

万多元，下一步的费用还

需要数万元。而且，他的

伤腿能否恢复如初现在

也很难说。

男子声称肚子疼

竟是为藏别人包
打人者后悔不迭。 尉伟 摄

净水器您用着放心吗？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尹明亮

喝开水还是喝净化

水，这是个问题

最近，家住棋盘小区

的小刘就因为喝水发起了

愁。小刘今年 7月份刚大
学毕业，毕业后，和同学一

起租了个房子。因为家里

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开始

两人就是到水店买桶装纯
净水喝，可一桶8元钱，喝

着喝着，就觉得有点贵了，

而且天冷了，也想喝点热水

了。

于是，小刘买了一个热

水壶，开始烧自来水喝，可

自来水喝起来口感总也比

不上纯净水，尤其是水中

的那一股氯气味。不过还

好，喝了一段时间，味道

慢慢适应了，可前几天一
看水壶，没想到壶底已经
有厚厚的一层脏东西，一
擦，壶底就露出白白的一
道，没想到自来水原来这
么脏。

这时，想起同事家里

用着的净水器，小刘也心

动了，算了算，几百块一

个净水器，比喝纯净水可

实惠了不少，想喝凉的喝

凉的，想喝热的喝热的，

更重要的是干净卫生。不
过仔细一想，自来水经过

那么一个小小的设备后流

出来，真的干净吗？

从两三百到过千，

净水器价格差好多

不过，如果小刘真去卖

场看一看，恐怕他的疑虑会

更多。16日上午，记者走访

了多家家电卖场发现，家电

卖场里的净水器还真不少，

不仅品牌多多，形式、名堂

也有点让人眼花缭乱。更让

记者意外的是，同一个品牌

的净水器，外表看起来差不
多，价格居然从 2 00元到
1500元不等。

某家电品牌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价格之所以有

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

过滤技术的区别，有的是陶

瓷过滤，有的是超滤膜，还

有的是RO膜，它们的过滤

孔径是不一样的，过滤效果
自然也不一样。不过过滤后

的水都可以直接饮用。

不过在另一家卖场，销
售人员却表示，根据净化后

水的纯净度不同，现在的净
水机可以分为纯水机和净
水机，前者基本上可以说只

剩水分子了，而后者则可以
保留部分矿物质。至于为何

有这么大的价格差异，该销
售人员同样表示是因为过
滤技术原因，但是像陶瓷，

因为过滤孔径大，效果可能

差一些，自然是技术越先进

喝着越放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11月16日下午，

市民孙女士乘出租车去泉

城路，下车时不慎将手包忘

在出租车上。当她追赶上那

辆出租车后，车上已多了一
名男乘客，对方称没有看到

她的手包。最终，110民警
闻讯赶来发现了“玄机”。

16日下午5时许，等孙

女士走到新华书店门口时，

才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包忘

在了出租车上，连忙让女儿
在书店门口等着别动，自己

飞奔追赶出租车。由于当时

交通拥堵，孙女士在追出五

六十米远后，追上了那辆出
租车，但是出租车司机和一
名坐在车上的男乘客却称

没看到孙女士的手包。

孙女士无奈之下只好

向巡逻民警报警。巡警赶到

现场后，在了解询问情况

时，发现那名男乘客表情十

分不自然，穿着肥大的羽绒

服，两只胳膊还一直环抱

着。民警见其可疑的举动，

遂要对其检查，男子先是声

称自己肚子疼，要去厕所，

后来又说孙女士的手包可

能掉在车座缝里了，他去车
上看看。

民警拦住这名男子，让

其拉开羽绒服，在衣服里面

发现了孙女士的手包，经过
检查手包，里面的东西一样
不少。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暂放仓库门口

一大堆菜没了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孟敏)17日早晨4

时许，在济南做蔬菜生意的

马师傅到匡山农产品综合

批发市场进菜，遇到了一件

怪事，一堆蔬菜不翼而飞

了。这批蔬菜总价值为
2000多元。目前，警方已介

入调查。

“我进了第一车菜，就

暂时堆放在仓库门口，仓库

就在冲着市场门口的路边

上，仓库门外还有一个大

灯，非常宽敞明亮。”17日

早晨4时，天还没亮，路灯

还开着，马师傅来匡山农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进菜，雇了

匡山的服务车来运输蔬菜。

进完第2车菜回来的时
候，开服务车的师傅突然提

醒说：“你的菜怎么好像少了

很多！”马师傅的心里咯噔一
下，赶紧下来查看：果然，一

大堆蔬菜不见了踪影。

“我一般都拉四五车
菜，平时就放在这个地方，

两年多了，从来没丢过。”这
次马师傅进菜，拉的第1车
菜和第2车菜，中间也就隔
了半个小时。

“不见的都是一些比较

贵的蔬菜，3块5一斤的蒜

薹就有五大包，价值1000

多块钱，还有155块钱一箱
的香菇两小箱，100多块钱

的卷心菜，再加上进价很高
的进口西芹、芸豆，总共2000

多块钱的菜呢！”马师傅粗略

算了一下，损失真不小。

记者看到，面向市场门

口的这条路非常宽阔，两边

是一些做生意的门面和仓
库。来购买蔬菜的市民反

映，最近菜价涨了不少，“听

说过上网偷菜的，现实生活

中还真有偷菜的。”

公司倒闭人去楼空

躲债老板被拘还钱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李文鹏 通讯员 谢书

波)一家公司倒闭后人去楼

空，债主100多万元的欠款

也没了着落。在没有办法的

情况下，债主到法院起诉，

躲起来的公司法人被法院

“挖”了出来。日前，济南市

历城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已
把100万元欠款执行完毕。

今年年初，济南的陶瓷

商户张某与济南某建材公
司签订了一份总价值高达
300多万元的供货合同，双

方约定由张某向建材公司

提供300多万元的陶瓷建

材，建材款在到货后分批到

账。张某将所有货物痛快地

发至建材公司，在多次催要
后，才要到了180多万元的

货款，但剩下的120多万元

始终未到。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

无奈之下张某将对方公司

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剩余货

款。张某一审胜诉后，建材
公司却对法院判决置之不
理。无奈之下，张某向济南

市历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可法院的执行人员到建

筑公司后却发现，这家公司

已是人去楼空。

今年11月1日夜，经过

前期数月的“摸底”调查，法
院执行人员得知建材公司

法人刘某此时正在青岛，于

是一行人匆匆赶往青岛，试

图找到“不露面”的刘某。然

而在执行人员辗转找到刘

某的住处后，却发现对方不
在青岛，而在从青岛去济南

的路上，要去济南参加一个
重要会议。

执行人员立即返程济

南，在济南一家宾馆内布
控，终于成功将刘某拘传。见

到法院动了真格，一直躲避
公司债务的刘某终于决定以
两套房产作为抵押，偿还公

司拖欠的100多万元的货款。

自来水为什么这么大
的氯气味，能否直接饮用？

济南水业集团水质部门的
工作人员徐小姐告诉记
者，自来水厂生产的自来
水都是符合生活饮用水标
准的，而不是直接饮用水
标准，自然不能直接饮用。

不过，自来水烧开后饮用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水烧开后壶中的水垢

是因为水中的钙、镁离子
加热后形成的，而不是杂
质、脏东西，属正常现象。

至于自来水中的氯气味，

是因为自来水是使用液氯
消毒的，会有少量的残留，

但不会对人体有害。

至于经过净水器净化
过的水能达到什么样的标
准，山东轻工业学院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
崔波告诉记者，现在市
场上一些采用反渗透技
术的净水器处理的水是
可以达到直接饮用标准
的，但同时，水中的矿

物质也会很大程度上被
过滤掉。另外，实际上也
有不少净水器过滤技术
很简单，只是过滤掉了水
中的异色、杂质及重金属
等大分子，却不能将细菌
过滤掉。所以净水器虽然让
水更纯净了，但最好还是烧
开喝。

自来水挺干净，净化水最好也要烧开喝

自来水里有时候氯气味太重，水垢又太

多，您是否也在为此烦恼？桶装纯净水太贵，还

是买个净水器看起来实惠，喝水还放心，可真

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