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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收1万多学费没交驾校

丹东一网逃在沈开网约车
违规被查神色慌张露马脚

学员报警后发现类似情况不止一起 鑫运驾校已联系不上当事教练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通
过同事弟弟介绍，三个一起工作的年轻女
孩分别给自称驾校教练的男子转了学费。
眼瞅着半年过去了，到驾校面签后一
次考试都没参加过，与驾校核实情况才知
道，教练根本没把钱交到驾校，学员们觉
得自己被骗报了警。
12月6日，
记者从驾校获悉，当事教练
并不是该驾校的正式教练，驾校已经接到
了类似情况的投诉7起，他也在联系这名
教练，但一直没有见到人。

微信转账3200元给教练
半年多一次没考过
2017年6月14日，26岁的小吴在同事
弟弟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帮同事弟弟考
驾照当教练的小刚（化名）。
加了微信好友之后，小吴和另外两名
同事一商量，决定一起报名学车。
“车票还是应该趁早学，要不然以后
怕更难了。”12月6日中午，小吴接受采访
时表示，自从那天她们三个人分别转了
3200元、3200元、6000元（姐弟俩）后，一
直到12月6日，他们一次考试都没参加过。
小吴说，查觉不对劲，她们三个人一
起去了当初小刚带她们去面签过的鑫运
驾校。

三人展示小刚收钱的记录
到了驾校之后，工作人员接待她们的
时候才知道，小刚并没有将她们报名学车
的钱交到驾校。
无奈之下，小吴和同伴一起去派出所
报了警。在派出所，
小吴才知道，
原来被骗
了钱的不止她们三个人，在别的驾校还有
学员被小刚骗钱。
“我们挣钱也不容易，这一下12400

沈阳市大东区北大营街附近的鑫运驾
校。
鑫运驾校校长得知记者身份后表示，
他最近也一直在联系小刚，但是对方始终
没有露面。
“这个人不是我们驾校的正式员
工，只是今年夏天的时候给我介绍过学
员。”校长说。
校长表示，算上这三个来反映问题的
女孩，这段时间还有七八个学员来问过类
似情况。
驾校校长表示，小吴确实到驾校来
面签过，但是也只是填了基础信息的表
格，小刚并没有将她们学车的钱交到学
校。
“我一分钱都没收到，所以也不可能
给学员安排考试。”驾校校长说，
还有来找
的学员连面签都没有，所以他也没有办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王齐波 摄 法。
记者现场多次拨打小刚的电话，但对
块钱没有了，心里特别着急。”小吴说，办 方手机提示关机。
案民警也帮助她们联系到了小刚的家人，
“我们现在就希望他能把钱退给我
但是没人能联系到他。
们。”小吴说。
三人现在打算一起维权，但是因为小
驾校：他不是正式员工
刚一直不露面，所以事情到现在始终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
已接到7起类似投诉
目前，此案警方已经介入，案件正在
12月6日12时许，记者找到了位于
进一步调查中。

脖上鼓包竟是鸡骨头卡嗓子9个月
手术将碎骨头取出 医生：异物卡嗓子别用喝醋吃馒头
“土方法”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9个
月前，鞍山岫岩的陈女士吃了一次鸡肉，
鸡骨头卡嗓子眼，用馒头噎下去了没当回
事。
9个月后，陈女士脖子的右边长了一
个乒乓球大小的肿物，就医后片子却没有
看到病变，无法确诊她的病情。
近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
鼻咽喉科教授郭星在手术取病理的过程
中发现，原来是患者9个月前卡进嗓子里
的鸡骨头，
“ 游走”到了颈部，脓包包裹较
厚，片子上看不出来。

脖上长乒乓球大小肿物
检查没发现病变
54岁的陈女士是鞍山岫岩人，近日发
现自己的脖子右侧长了个肿物，看上去有
乒乓球大小。担心自己的身体可能出现问
题，陈女士去了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安排患者拍片后，没有看到肿物
的位置有病变的现象，而且患者自述也没
有疼痛的感觉。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陈
女士在家属的陪伴下来到了沈阳，到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
科室副主任郭星教授接诊后发现，陈
女士的情况和以往的病例不同，患者没有

医生通过手术，从患者颈部取出一小块鸡骨头
任何病变的情况，也没有明显症状。
“我当时考虑患者有多种可能，但是
临床表现上却不能支撑我的想法。”郭星
说，经过详细地了解，他决定手术为患者
取部分组织，
进行病理分析。
上手术台之前，郭星将实际情况告知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王齐波 摄

了患者，患者也做好了手术的准备。

9个月前鸡骨头卡嗓子
“游走”后形成肿块
近日，医生将患者的颈部开口后，看

到了 脓 包 ，由 于 脓 包 壁 比 较 厚 ，医 生 最
终在脓包最里面看到了一块鸡骨头的
碎骨。
“我们当时手术本来是打算取病理
的，
但是打开之后我就确定了不是癌变。”
医生表示，之所以之前拍片子没有看到这
块碎骨，是因为患者“长”脓包时间太长
了，胞包太厚根本看不到里面有碎骨头。
医生解释说，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在鸡
骨头卡嗓子之后没有及时就医，而是选择
了用馒头噎，这块骨头就从嗓子“游走”出
了喉部，因为骨头有细菌所以形成了脓
包，
最终“游走”到颈部形成了看上去像肿
物的包块。
昨日，记者在医院病房内见到了陈女
士。
“我现在心情老好了，
但是以后吃东西
真得注意了。”
医生提醒，像陈女士这样的患者平时
接诊中很常见，吃东西卡嗓子了不注意，
总想着用传统办法往下送，反而会起到反
效果。
“如果日常生活中有异物卡嗓子了，
一定要及时就医取走异物，否则时间久
了，
一旦包块破溃，会危及生命。”医生表
示，有异物卡嗓子了，不要喝醋不要吃馒
头，而是要第一时间趁着异物不太深的时
候就医取走。

男子微信放
“稳重”
头像 骗15万
用微信摇一摇找欺骗对象 化身各种角色以帮找工作为名骗财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 通讯
员 高英巍）男子在朋友圈发布找工作帖
子，被
“能人”盯上，男子给“能人”9万元钱
打通关系，结果工作没找成，钱款有去无
回。
近日，瓦房店市警方经过1个月缜密
侦查，成功破获一起利用找工作名义，骗
取被害人钱财的案件，抓获1名犯罪嫌疑
人，涉案价值15万余元。

朋友圈找工作
被
“能人”骗走9万元
今年10月份，瓦房店市民李某在微信
平台上发了一条找工作的帖子，过了两三
天，原以为这个帖子就无人问津了，可没
想到，有一位男子主动加他为微信好友。
李某仔细查看了一下对方的头像，发
现该男子长得老实敦厚，于是放松警惕，
与男子开始聊天。

通过聊天，李某觉得这名男子谈吐不
俗，说话彬彬有礼，一看就是一个稳重可
靠的人。
该男子称，
他是某单位的工作人员，
交
际很广泛，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与某某领
导的亲密关系，甚至还把聊天截屏发过来
作证。放松警惕的李某便央求该男子帮自
己找工作。该男子以打点关系为由，
一来二
去，
向李某索要钱财合计达9万余元。李某
称，
该男子拿到钱款后，
以打通关系需要时
间为由，
对工作落实情况一拖再拖。
今年11月初，李某发现自己再也联系
不上帮助找工作的“能人”了。
李某意识到上当受骗，于是向瓦房店
公安局西杨派出所报案。

期瓦房店发生过多起同类型案件，极有可
能系同一人作案。
办案民警根据多名受害人提供的通讯
记录等相关信息，
进行案件串并，
确定同一
人所为。由于嫌疑人非常狡猾，
反侦查意识
很强，
与对方聊天时，
从未提供真实姓名及
真实电话号码。为了尽快查清犯罪嫌疑人
的真实身份，办案民警在上千条聊天记录
中一条一条甄别，
寻找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经过一段时间排查，民警终于在上千
条信息中，获悉到重要线索，嫌疑人曾以
实名制在网上注册上网，以此信息，民警
准确查明了嫌疑人真实身份后，
11月20
日，警方在瓦房店市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抓获。

排查数千条聊天记录
锁定犯罪嫌疑人

放敦厚老实头像骗取信任
几个月诈骗15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民警在侦查时发现，近

警方了解到，今年27岁的犯罪嫌疑人

王某没啥一技之长，整天游手好闲，四处
游荡。
王某交代，前段时间，他思来想去，微
信人人都有，摇一摇就能摇来好友，决定
用微信进行诈骗。
他随后开始实施自己的诈骗计划，先
是注册了微信号，为了让对方信以为真，
他煞费苦心，在上万张头像中，挑中了一
个显得“敦厚老实”的头像作为自己的微
信头像。
从此以后，王某24小时手机不离身，
时刻关注网上动态，一旦有人在平台上发
帖子，王某马上化身各种角色，使出浑身
解数，想方设法骗取对方钱财。
用王某自己的话，诈骗时多则骗上
万元，少则1000元，几乎从未失手。
就这样，王某短短几个月诈骗行为，
涉案价值15万余元。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犯罪已被警方
刑拘。

嫌疑人于某被警方抓获 ■华商晨报记者 蔡敏强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以帮别人孩子办理
军校生名额为名，他涉嫌诈骗10万元，
被列为网上逃犯。
然而，这名网逃竟然还在沈阳干起了网约车司机，
并且在马路上还不依次等候通行，被交警当场拦截，随
即网逃身份败露。然而当事司机却表示，自己根本不知
道咋回事。
因在丹东涉嫌诈骗被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的于某，怎
么也想不到，会因为一起小小的交通违法，在沈阳被路
上巡查的交警逮住。
12月6日9时30分许，交警北站大队一中队民警马驰
和两名辅警，在团结路迎宾街路口进行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时，发现一辆辽B牌照的白色轿车直接从慢车道驶过，
由于这辆车属于不依次等候，马驰便把这辆车拦停进行
检查。
马驰称，
当他们拦停这辆车后发现，当事人神情有点
儿慌张，
随即通过警务通检查驾驶人的驾驶证，核实身份
信息，
显示红色状态，
发现这个人属于网上在逃人员。
发现这一情况后，交警一边稳定住驾驶人，把驾驶
人带到警车做进一步询问，一边立即向上级进行汇报。
马驰说：
“为了稳住驾驶员我们说驾驶证有问题，请
他到大队配合，听完我们说这些话，当事人也没反抗，就
被带到大队进行核查。”
根据警方查询到的信息，于某在今年7月28号被丹
东东港警方列为网上逃犯，原因是其以帮人办理孩子上
军校名额为由涉嫌诈骗。
6日下午，在北站大队的羁留室内，记者见到了这名
驾驶人于某。可于某却说对自己被列为网上逃犯的事情
并不知情。
于某称：
“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根本不知道，之前对
方告诉过我，再不还钱就报警，我现在就是手头不宽裕，
做生意赔了，
但我没想到他会报案。”
目前，嫌疑人于某已经被移交丹东警方。

抢劫女子金项链
男子网吧落网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男子和同伙用暴
力手段抢劫被害女子的财物，作案后潜逃，被立为网上
逃犯。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刑侦禁毒大队
根据掌握的线索，成功抓获这名涉嫌抢劫的在逃犯罪
嫌疑人。
今年11月28日下午，沈北分局刑侦禁毒大队民警得
到重要线索，涉嫌抢劫的逃犯赵某某（男，35岁）在沈北
新区贵州路某网吧出现。民警迅速出击，一举将赵某某
抓捕归案。经查，去年9月4日，赵某某伙同郭某（男，27
岁，吉林省扶余县人）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乡新台
子村大棚附近，以暴力手段抢劫被害人李女士金项链、
钱包等物品，
涉案价值13000余元。犯罪嫌疑人郭某于同
年被抓获，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却作案后潜逃，当年10
月被沈北分局列为网上逃犯。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对其伙同郭某抢劫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因涉嫌抢劫罪
已被沈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省工会月嫂公益大讲堂
开始报名
为服务辽沈职工，普及知识技能，省工会就业办将
于12月20日上午8：30举办月嫂公益讲座，欢迎想成为月
嫂或想了解月嫂人士参加学习。另外，对沈阳市下岗失
业人员、辽宁省农村户口开展免费面授技能培训，为期
10天，聘请高级母婴护理师传授：正确指导产妇坐月子、
新生儿正确哺乳喂养、洗澡、新生儿包裹方法、新生儿日
常照料等，欢迎报名参加。同时催乳师公益讲座12月27
日下午开课，参加面授班当天报名赠送产后康复和小儿
推拿课，可先预约。
咨询电话：
024-22581182、22581079；地址：沈
河区北站路118号（沈阳北站东走300米）；网址：www.
l
nhyxx.
or
g；微信：l
nhy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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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房交会出新政：
一、
二手房联动 租售并举
2017
·沈阳冬季惠民房交会定于12月9日-10日举行
由沈阳房交会组委会、沈阳房地
产策划协会、招商银行·百姓购房卡中
心共同主办的2017
·沈阳冬季惠民房
交会定于12月9日~10日在惠民房 交
会·沈北分会场（沈北道义信基城共享
大厅）举行。展期两天，展览时间为每
天9：00~15：00。

台”转变。本届冬季房交会参展部类
包括了“新建商品房交易、二手房租
售、惠家装签约会”等内容，为广大百
姓打造买房、租房、装修置业一站式
服务平台。

推5000套商品房
年终再享三项补贴

3.
家装补贴。
“房交会惠家装”
服务
平台提供家装补贴，标准为：商品房每
平方米补贴50元，二手房每平方米补贴
30元。

继续开展
“帮你买房”便民服务

组委会继续推出“房交会帮你买
房”服务活动，以“三个统一”为原则，保
惠民房交会继续实行购房补贴政 障房交会会员购房权益。
1.
统一看房原则：房交会购房顾问
2017冬季惠民房交会是沈阳楼市 策。组委会组织40家房交会惠民楼盘
全年收官盛会。组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国 参展，推出5000套房交会补贴房源，实 陪同购房会员统一到访售楼处看房、选
家“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满足房 行“限价＋让利＋补贴”规则，向广大 房。会员在购房前，不向包括售楼处在
地产市场多层次需求”的房地产宏观调 购房百姓让利销售。个人在冬季惠民 内的所有促销人员提供个人信息及电
房交会期间购买房交会惠民楼盘商品 话，
防范价格陷井。
控政策，推出两项服务新举措。
1.从“单纯展销新建商品房”向 住房的，享受房交会三项补贴优惠，具
2.
统一议价原则：组委会代表购房
会员向售楼处议价！了解掌握售楼处各
“一、二手房联动”转变。组委会决定：
从 体标准为：
1.
价格补贴。标准为：根据购房面 级销售人员折扣价及实际成交价，预防
本届冬季房交会起，
恢复沈阳房交会二
手房租售交易功能，
组委会组织30家房 积不同，在享受售楼处正常优惠折扣 价格欺诈。
基础上，分别再享交1万元补2万元或
产经纪机构及租赁公司参展，现场提供
3.
统一购买原则：房交会会员购房
坚持“三个不买”规则，即“不优惠不买
二手房房源1.
5万套，促进我市住房租赁 更多购房款的优惠。
2.
契税补贴。标准为：购买90 以 房、不补贴不买房、不到房交会不买
市场健康发展。
！力争实现底价成交！确保会员购房
2.
从“ 单 纯 提 供 房 屋 交 易 服 务 ” 下，按1%税率标准全额补贴，90 ~168 房”
按1.
5%税率标准的50%补贴。
向“构建买房、租房、装修一站式平
优惠最大化。

一、二手房联动成展会最大亮点

摄

实行商品房销售信息五项公示
为帮助购房百姓“防捂盘、防挤牙
膏、防营销术”等商品房营销陷井，组委
会在展会现场公示全市所有在售商品
房房源信息。包括楼盘名称及详细地
址，商品房可售套数，可售总面积，可售
房源面积分类、
实际成交价格等。
老百姓打算买的某个楼盘到底还有
没有房子？某套房源的真实成交价格到
底是多少？售楼处的挂牌价与实际成交
价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上房交会一查
便知，
实现信息对称，
维护公平交易规则。

“第三届惠民家装节”同期举办
冬季惠民房交会现场同时举办“第
三届惠民家装节”
。沈阳
“惠家装”
联盟设
立
“招商银行·百姓购房卡装修款专属监
管账户”
，为家装会员提供“装修款全额
监管，
质保金预先扣留”
监管服务。真正
实现
“先装修、
后付款，
不满意、
不付款”
。
是沈阳装饰行业唯一“有优惠、有补贴、
有监管、
有保障”
的家装服务体系。

本届惠民家装节共有50家房交会
“惠家装联盟”企业参展。凡在“惠家装
联盟”企业装修的客户，均可获得商品
房每平方米50元，二手房每平方米30
元的房交会家装补贴。
冬季惠民房交会地点：沈北道义信
基城。
乘车路线：地铁二号线航空航天大
学站C口出，换乘157路、
193路、
381
路、
382路在龙腾碧玉湾下车。
更多展会详情关注房交会微信公
众号“惠民房交会”
、房交会官网
www.
wsf
j
h.
com；或拨打房交会服
务热线：
4000-02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