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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8月6日讯（记者
于梅 通讯员 王云伟） 先是
以极低的搬家报价稳住客户,然
后在搬家过程中漫天要价，不给
钱就要把装上车的东西拉走，这
种搬家套路坑苦了一些市民。8月
4日-6日，由长清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的刘某荣等19人恶
势力团伙犯罪案开庭审理，长清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以公诉
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诉。

王文同办案组的其他检察官

疫情期间克服困难，提前介入，引
导侦查取证，从快审查批准逮捕。
庭审中，王文针对辩护人的辩护
意见作了答辩，发表了公诉意见。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王
某飞在“58同城”等网络平台发布
搬家公司的广告承揽业务，与被
害人约定以较低的价格进行搬
家，然后王某飞将搬家信息发布
在微信群中，将信息转让给被告
人李某利、王某莹等人。李某利在
接到搬家业务后，纠集刘某荣、刘

某群、李某民、李某良、王某涛、薛
某等人，雇用陈某超、葛某波、王
某虎、黄某玉、黄某宝、李某亮、冀
某民等人，在搬家时采取先将被
害人的家具、家电等物品装在自
己车上，再以不给钱不卸货或者
将货拉走为要挟的方式，坐地起
价，向被害人索要高于约定价格
数倍的搬家费用。王某莹在接到
搬家业务后，将部分业务信息推
送给被告人张某，张某纠集芦肖，
雇用郭某青，以上述同样的方式

进行搬家。收取费用后，各被告人
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比例进行分
配。采用此种方式，刘某荣等19名
被告人在济南市长清区、市中区
等地，交叉结伙作案共计31次。

起诉书指控：2019年5月份以
来，被告人李某利、刘某荣从王某
飞等人处得到搬家信息后，多次
纠集李某民等人，在搬家行业内，
多次以软暴力手段从事敲诈勒索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已形成恶势

力团伙。
被告人刘某荣敲诈勒索他人

财物，数额巨大，其他18名被告人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被
告人刘某荣等19人涉嫌敲诈勒索
罪，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8月6日下午，19名被告人全
部依法审理完毕，案件将择日宣
判。

参观堆积十多年的垃圾
映入眼帘的是个小公园

“这以前是垃圾山吗？”6日上
午，记者来到位于济阳区孙耿镇的
济南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进场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被绿色植被覆盖
的小山坡，道路两旁干净整洁。但令
参观人员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起
来绿树成荫的小公园，其实山下是
济南市1998年到2011年的生活垃圾
的堆体，而如今已经看不出任何垃
圾的痕迹。

工作人员介绍，第一生活垃圾
填埋场占地17 . 1万平方米，设计使
用年限10年，卫生填埋库容量
444万立方米，从1998年建成
投产，2011年年底达到饱
和，累计处理生活垃圾630
余万吨，为济南市的城市
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按照国家规
范标准进行了封场，并于
2013年6月基本完成。封场
工作主要是完成了填埋库区
的环境整治、堆体整形、绿化景
观建设等。

“要不是刚才负责人介绍，我真
的看不出来这是个垃圾堆。这哪是
垃圾堆啊，明明是个小公园！地上的
草长得这么茂盛，树也不少，而且树
枝修剪得非常整齐，真是太厉害了！
我还以为垃圾厂会又脏又臭呢。”参
观市民齐女士连连感叹。

“如果是1998年到2011年在济
南市常住的人，那么在这个垃圾堆
体里仔细找找可能就能找到你扔出

来的生活垃圾。”工作人员说道。“现
在这个垃圾堆体上面建成了公园，
设有专门的步行台阶。不仅维护了
垃圾堆体，还保护了周围环境。”

每天处理2750吨垃圾
平均发电100多万度

2009年，济南迎来了第二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而这也意味着济
南的生活垃圾处理进入了由卫生填
埋到焚烧发电为主、卫生填埋为辅

的新时代。”在公司二楼的中控室
里，工作人员通过电子屏幕对垃圾
的焚烧进行实时监控。“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整个垃圾焚烧的操作生产
流程。”生产运营部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厂区每天可以处理2750吨垃
圾，平均发电100多万度。”工作人员
介绍，其实这2750吨垃圾在进入厂

区时有3510吨重，经过五到七天的
发酵和沥水，最终得到2750吨，使得
垃圾的热值和水分都更加利于焚烧
发电。厂区每年处理的垃圾不少于
90万吨，产生的绿色电能不少于3亿
多度。

透过五楼的玻璃墙，记者看到
了光大环保能源公司专门存放垃圾
的封闭式垃圾仓。由于采用封闭式
存储，整个操作过程干净快捷，没有
任何异味，而整个过程只有两位工
作人员。据介绍，垃圾运到焚烧发电
厂，在垃圾仓内发酵沥水3到7天后
入炉燃烧。垃圾仓的上方有两个巨
型抓斗，操作员通过不断操作抓斗，
将垃圾输送到焚烧炉中。

“这个垃圾仓可以存储济南市
半个月的垃圾。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的抓斗一次可以抓取七吨左右
的垃圾，按照济南市垃圾的
热值，这一斗垃圾焚烧后产
生的电量，相当于一个普
通家庭一年所用的电量。”
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炉膛焚烧烟
气在850℃以上高温区停

留时间大于2秒，使垃圾燃
烧更充分，二噁英彻底分解。

焚烧产生的热量推动汽轮机发
电，每天2750吨的垃圾经过焚烧，每
年能发电3 . 2亿度，而这些电通过
电网又再次回到了市民的家中。

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加工处
理作为路基原料等建材进行综合利
用。烟气处理过程产生的飞灰通过
固化运送至填埋场填埋。垃圾和飞
灰、炉渣倾倒到指定位置后，经过推
土机、压实机推平、压实，然后覆土
等一系列工序完成卫生填埋，最后
就形成了一座垃圾山。

“套路搬”坐地起价数倍，还要挟拉走家具
19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开庭审理

你扔的垃圾有的变成电“回家”了
参加“圆桌对话”才知道，这处垃圾综合处理厂年发电3 . 2亿度

6日，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济南市城管局联合主办的“圆桌对话”系列活动第
八期拉开帷幕。本期邀请的市民代表、学生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走进济南市
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了解了垃圾是如何“变废为宝”的。

“这个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

“感受非常深，特别震
撼！”在参观完济南市生活
废弃物处理中心后，市民
代表李全德深有感触，“垃
圾与我们息息相关，好多
市民百姓不知道垃圾去哪
儿了，这个活动让我们大
开眼界。”李全德说。

在济南市生活废弃物
处理中心，市民代表马红在
看到济南的垃圾场变成青
山后十分感动，“一开始说要
到垃圾场来的时候，我还在
想会不会臭气熏天，苍蝇蚊
子垃圾堆成山，没想到来了
之后不仅没有异味，而且环

境也很好，垃圾山甚至变成
了种满树的青山，我觉得特
别感动。”

市民代表齐亚珍感
叹，天天扔垃圾，但是从来
不知道垃圾扔在哪了。我
们在垃圾分类上一定会尽
自己所能，还要带动身边
的家人一起做好垃圾分
类，为我们的城市努力。

在活动现场，12岁的
学生代表刘兆瑞和8岁的
刘亦弢也表达了自己的感
受，“想对垃圾处理厂的叔
叔阿姨说一声，你们辛苦
了！”

“给我的就是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满满一上午，不虚
此行。”山东盈德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槐荫区政协常
委任迎春表示，“除了‘震
撼’‘兴奋’，我的感受还有
环保。”从进大门开始，感
受到跟概念中的垃圾处
理中心是不一样的，没有
想象中的大烟囱冒着烟，
没有来来往往穿梭的垃
圾车，没有异味，“尤其是
旁边的垃圾山成了现在绿
化的山，如果不告诉我这是

垃圾处理中心，我完全想象
不到，因为给我的就是心旷
神怡的感觉。”

除此之外，给任迎春
的感觉就是“高科技”。“在
控制中心，我发现所有的
焚烧过程现场几乎没有工
人，这就说明我们的高科
技、电子化网络平台和大
数据已经运用到了垃圾的
处理过程，这势必会成为
一种持续化的发展趋势。”
任迎春说。

“美好生活就从处理好垃圾开始”

“垃圾不可避免，但我
认为美好的生活就从处理
好垃圾开始。”济南市人大
代表傅强说，“我们人人参
与，共同努力，把济南的环
境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让
山美、水美、环境美，这是
我们的目标。”

没有臭气熏天和蚊
蝇，被覆盖成绿地和树木
的垃圾山让大家直呼想不
到，而几乎无人管控的工
作台和无污染排放的环保
体系令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也纷纷点赞。“我们需要
垃圾分类，进一步减少末
端垃圾处理环节中的投入
成本，最终实现焚烧、最终
转化为电能够服务我们每
一位市民，会让我们人人

受益。”现场的学生代表也
对这次的垃圾“变废为宝”
之行感受很深，称自己“要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城管的工作，我们邀
请大家共同参与进来，让
大家了解城管、支持城管，
努力构建共治共建共享城
市管理新格局。”济南市城
管局社会动员处副处长单
机乔表示。

“圆桌对话”活动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济
南市城管局联合主办，活
动将根据城市管理的热
点问题，通过圆桌对话的
形式，让投诉的群众和相
关职能部门、人大代表等
面对面交流，以便找到解
决之道。

谈参观感受，“震撼”成关键词
绿化后的垃圾山让大家直呼想不到

“十分震撼”，这是在参观完济南的垃圾处理工作之
后，现场市民表达的关键词。没有臭气熏天和蚊蝇，被覆
盖成绿地和树木的垃圾山让大家直呼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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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民正正在在参参观观济济南南

市市生生活活废废弃弃物物处处理理中中心心。。

工作人员在监控垃圾燃烧发电。

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

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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