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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贾凌煜

三两白酒下肚
驾车冲向娘俩

今年50岁的孙某某，在汶
上县闹市区维修手机为生。
2018年8月26日，他像往常一样
来到店里。下午2点，因为没有
热水，他只吃了一根火腿肠，但
喝了三两白酒。而他的酒量，只
有二两。

到了下午，孙某某自觉头
疼万分，给儿子打了电话，叫他
过来看店，自己打算回家休息。
找到家人停放在广场上的白色
电动四轮车，此时车头朝北、车
尾朝南，孙某某坐上驾驶座，插
入钥匙，挂挡、启动车辆，踩下

油门，他打算倒车，向西行驶。
谁知，车头还未调转过来，就出
事了。

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
生前，在商铺和这辆电动车
之间，停放有数辆非机动车，
被害人李某某和儿子，也正
打算将自行车停在此处。妈
妈在锁车，儿子在一旁等候。
此时，孙某某驾驶白色电动
四轮车突然加速，先将儿子
卷在车底，紧接着撞上母亲，
直 到 开 上 店 铺 前 的 三 级 台
阶，才停下。

此时，已经不少人在车辆
旁边围观，向其呼喊，骑上台阶
的这辆白色电动四轮车停顿了
一下，竟然开始向后倒车，再次
停顿后，又向前行驶，并再次后
退两米停下。直到此时，孙某某
才从车上下来。

撞人还来回碾轧
下车后并未施救

商铺二楼书店的一位员
工，目击了这场事故。正在整理
书架的她，突然听到“咚”的一
声，随后从二楼向下张望，正好
看到这辆电动四轮车向后倒
退，又向前进的过程。而且，车
辆驾驶人停下车后，第一时间
不是查看伤者，而是快速走向
了一旁的超市。这位员工赶忙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20到达现场后，李某某已
经死亡，其儿子被送医救治。此
时的孙某某，在超市里购买了
三瓶水喝下。庭审现场，孙某某
称自己到超市是先找人打电
话，告知儿媳自己撞人了，赶紧
来现场。公安机关到达现场后，

孙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经过酒精测试，案发后孙

某 某 的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76 . 1mg/100ml，属酒后驾驶。
而且，孙某某没有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经过鉴定，被害人李某
某系腹腔脏器破裂致失血性休
克合并重型颅脑损伤死亡，其
儿子损伤属轻伤一级。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
某某酒后驾车撞倒人后，明知
再次移动车辆会碾轧到被害人
致人伤亡，仍然继续操作车辆
前后移动，造成一死一轻伤的
后果，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被告对“明知”存异
法院将择日宣判

庭审现场，孙某某称自己

撞人后，在倒车时，没有感觉到
车辆颠簸，看不到被害人在车
辆什么位置，不属于“明知”。

公诉机关向孙某某发问，
是否知道撞人，得到其肯定答
复，再继续询问“为什么知道撞
人后，没有停车查看，反而倒
车？”孙某某回复，听到车外有
人呼喊、摆手，以为他们是在让
自己倒车。至于为什么倒车后
又前进，孙某某称自己对车辆
失去控制。

“我以为倒车能减轻对被害
人的伤害。”这是孙某某一直强
调的一句话。孙某某承认倒车和
前进的换挡，确系自己操作。

而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
示，事发当天，孙某某清楚地知
道撞人了，且在倒车时，感觉到

“咯噔”一声。
该案将择日宣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范佳

五个月跑了15趟
只贷下50万

王先生所种植的苹果是从
瑞士进口的品种，无论是价格
还是日常管理，成本都比普通
苹果高很多。正是看中了该品
种的前景，王先生才接手了这
片2000亩的果园。

但因为管理难度和稀有品
种的前期研究需要资金较大，
去年9月开始，王先生出现了资
金紧张的问题。

“我们跑银行，银行说没有
抵押物不行，又说土地流转经
营权证可以。我们好不容易把
土地流转经营权证办下来了，
银行又说不行，后来又告诉我
们农担公司可以提供农业担保
的贷款。”王先生的儿子说。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节，
前后五个多月王先生和儿子跑
了15趟，也没能等到贷款。

今年3月，经省农担公司担
保，王先生终于从肥城农商银
行贷下了50万元。“计划是贷
300万元，只贷下来50万元。”在
王先生和儿子看来，他们本想
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而现
在连储存苹果的地方都没有。

山东农担公司肥城办事处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王先生如
果想增加贷款，只有增加担保
物。面对这样的解释，王先生的
儿子提出了疑问，去年他曾提
议拿自己一处外地的房产作为
抵押，但最终因为程序繁琐选
择了放弃。他认为如果有房产
作为担保物，为何还需要农担
公司？如果苹果卖得好，又怎么
会需要贷款？

对此，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局长刘晓表示，确实存在金融
机构对涉农项目不愿意贷款、
不敢贷款，或者不会贷款的问
题。比如王先生的种植果园没
有抵质押物，那么可以探索用
他的承包经营权来抵质押贷

款。他还建议要把农业保险引
进来，和金融、银行业一起提供
这种服务。

保证金还没要回来
担保公司失联了

目前，全省有417家融资担
保公司，但调查发现，这些担保
公司有的却并不靠谱。

菏泽市闫先生经营着一家
建筑工程公司，2014年4月，他
在菏泽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了
500万元贷款业务，同时向担保
方菏泽恒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缴纳了75万元的保证金。

2017年，闫先生还清了所
有贷款之后，这75万元的保证
金却再也没见到。菏泽恒润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早
已被其他公司所用。

闫先生曾在2017年起诉担
保公司。法院判决被告菏泽恒
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保证
金75万元及利息。可一直到现
在，闫先生始终未能见到担保
公司的人，电话也打不通。菏泽

市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这家担保公司确实失联了。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
晓表示这事的确有些荒唐。刘
晓说，这反映了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比
较粗放、监管不到位。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监管工程正在加快
建立，将实现全方位全区域实
时监测。

针对闫先生的具体问题，
刘晓表示将安排现场调查，同
时与法院沟通，尽可能地帮助
企业主避免这些损失。

针对全省的400多家担保
公司，将进一步检查，及时发现
问题并及时处理。

数字普惠金融项目
签约后不少还没上线

去年9月儒商大会期间，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与蚂蚁金服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山东省域

“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进行全
面战略合作,切实提升偏远地
区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金融获
得感。

根据规划，项目将建立符
合当地行业特色的授信模型，
为县域农户提供无抵押、免担
保、全天候的信用贷款服务。

然而记者在宁津大曹镇和
时集镇发现，不论是普通农户、
市场商户，还是基层镇政府工
作人员，对于这项服务都一无
所知。有四位农户先后通过手
机登录了该项目专属的普惠贷
款个人页面，只有一位受访者
成功获得贷款额度，其他三位
都无法使用这一功能。

宁津县金融办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宁津普惠贷款业务已
委托给宁津县惠宁城市建设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公司工
作人员解释：“现在才刚开始
搞，弄了不到一个月，有好多问
题我们还在沟通。”

而根据之前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网站公布的信息，该项目
计划2019年3月前正式运行。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
晓说，目前有58个县签订了协
议，只有三十多个县上线，说明
这些地方在数据整合环节存在
一些问题，工作还不到位，推动

力度还不大。刘晓也给出具体
时间表：“争取在年底让已经签
约的全部上线。”

农村合作金融试点
政策设计有缺陷

山东是唯一获准新型农村
合作金融试点的省份，然而，试
点却并不顺利。泰安市泰山区
的厚方农业合作社，是一家拥
有信用互助业务资质的合作
社，在其门外也悬挂着信用互
助合作社的牌子。但当记者称
要办理互助贷款时，相关负责
人表示：“现在不做贷款这方面
的业务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岱岳
区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工
作人员表示没有金融互助业
务，原因是股东不同意开展。同
时，他还透露，泰安市通过省资
格认定的这30多家试点合作
社，一共有4家开展业务，其他
的都没开展业务。

而在菏泽市成武县一家菜
豆种植业合作社，尽管业务正
常开展，但受到种种限制，2016
年2月试点至今，累计互助金额
仅有58万元。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
晓表示，全省开展试点444家互
助合作社，有201家没有开展实
质性的互助业务，成了“空壳”。
试点不顺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试点之初，盲目追求覆盖
面，这是脱离实际的；其次在政
策设计上也存在缺陷，比如提出
社员制、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
运作一方面为了防风险，另一方
面客观上造成业务开展难，也就
是说同一个合作社内，农民有钱
时大家都不借钱，农民都没有钱
的时候借不着钱。

下一步，监管部门要建立
良性退出机制，201家长期没有
开展业务的合作社，引导其良
性退出。对目前正常开展业务，
特别是目前开展业务比较好的
试点单位的经验进行总结提
升，规范推广。试点将不再盲目
追求数量，而将更加关注质量。

444444家家互互助助合合作作社社，，220011家家是是““空空壳壳””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试点之初盲目追求覆盖面

种植有机红肉苹果打算融资300万元做大产业链，奔波五个多月连跑15趟只贷
来50万元；企业融资找担保公司缴纳75万元保证金，贷款全还了担保公司却跑路
了……18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做客《问政山东》，多个难题被提及。

无无证证酒酒驾驾，，撞撞倒倒母母子子后后又又来来回回碾碾轧轧
汶上男子闹市区致一死一伤，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孙某某酒后驾驶电动四轮车，先后撞倒母子俩，并来回碾轧，最终导致母亲死亡、儿子受伤。济宁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人罪对孙某某提
起公诉。7月18日上午，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汶上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五个多月跑了15趟，想贷300万元却只贷出50万元。发展循环农业、做大产业链成了王先生想都不敢想的事。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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