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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胡婷婷报道 近日，沈阳市人社
局发布《关于调整沈阳市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从2019年11月1日起，沈阳市月最低
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将上调。

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
区、大东区、浑南区、于洪区、沈北新

区、苏家屯区月最低工资由1620元调
整为 1810 元。辽中区、新民市、法库
县、康平县由1350元调整为1540元。

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
大东区、浑南区、于洪区、沈北新区、苏
家屯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17元调整
为 18.3元。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
康平县由14元调整为15.6元。

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
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单位支付的最低
金额的劳动报酬。劳动者依法享受
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
假、节育手术假等期间，以及在法定
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最低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特殊
工作环境、特殊条件下的津贴，也不
包括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各种非
货币的收入，最低工资应以法定货币
按时支付。

最低工资指的是实发工资。《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

部分；逾期不支付，责令用人单位按
应付金额 50%以上 100%以下的标准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最低工资标
准是政府强制性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员工工资的一个最低限额，各地必须
严格执行。如果工资收入达不到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直接到所在地
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

沈阳市最低工资标准调至1810元

非法购买雪花啤酒淡爽、干啤的
商标、瓶盖、纸箱，通过换商标等形式
将劲爽啤酒换成雪花啤酒售卖，非法
获利 30 余万元，沈阳男子聪明反被
聪明误，最终被警方抓获。

昨日，记者从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获悉，一男子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一审获刑。

2018年3月至11月间，李某在沈
阳市苏家屯区租用厂房内，通过非法购
买雪花淡爽、干啤啤酒的商标、瓶盖、纸
箱、劲爽啤酒等采用换商标方式将劲爽
啤酒换成雪花淡爽、干啤啤酒并以每件
31-33元的价格对外进行销售。

2018 年 11 月 29 日，李某被公安
机关被抓获，11月30日被刑事拘留，
2019年 7月 11日被提起公诉。经审
计 ，李 某 销 售 伪 劣 啤 酒 金 额 总 计
305510元，公安机关扣押未销售的伪
劣雪花啤酒418箱，价值约13376元。

苏家屯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以牟
利为目的，在生产、销售产品过程中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数额较大，已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法院一审判决李
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
十万元；责令李某退赔非法所得305510
元；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啤酒、压盖机、
瓶盖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2018 年 3 月至 11 月，
凌某某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租用厂房，
购买制假材料，利用换商标等形式生
产伪劣雪花淡爽、干啤啤酒向外销售
获利。经审计，在此期间，凌某某销
售给刘某、红某、张某等人雪花淡爽、
干啤啤酒金额为 107476元。公安机
关在其厂房处扣押雪花干啤412箱、
雪花淡爽100箱，价值16384元。

苏家屯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凌
某某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退赔非法获利 107476 元；公安机关
依法扣押的啤酒、空瓶、压盖机器、包
装物、箱套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靳丹

男子自制山寨雪花啤酒
非法获利30万被判刑

“这枚炮弹引信和底火均保留
完整，随时可能引爆。”10月29日，朝
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突击队
接警后在朝阳市第三高级中学附近
桥下泄洪渠内挖出一枚炮弹，随后
交由治安支队进行下一步处理，消
除了安全隐患。

10月 29日 15时许，朝阳市第三
高级中学附近桥下泄洪渠内，一名
工人驾驶钩机正在桥下作业，在钩
机挖土的过程中，突然一声清脆的
金属碰撞声引起了工人的注意。

工人下车后发现挖出来的残土
中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仔细
辨认后，发现竟然是一枚炮弹，担心
炮弹爆炸，工人连忙将炮弹放回到
半米深的土坑中，用钩机将炮弹填
埋，随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朝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
突击队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立
即赶往现场。排爆手在现场观察
后，发现炮弹已经被回填，不能确定
具体位置。排爆手刘志军穿着排爆
服，慢慢来到土坑旁，因为地处桥
下，光线昏暗，队友在他身旁用手电

帮他照明。
刘志军伏在地上，一点点地用

手拨开残土，每当碰到硬物，他都加
倍小心，但挖出来的除了碎石便是砖
块，迟迟不见炮弹的踪影，时间一点
点地过去，周围人屏住呼吸，目不转
睛地注视着刘志军拨土的双手。

30 分钟后，刘志军又碰到了一
个硬物，他小心拂去浮土后，一枚发
锈的炮弹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终
于找到了，”刘志军和队员长出了一
口气，这枚炮弹引信和底火均保留
完整，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随时
会有爆炸危险。

刘志军用双手将炮弹转移出，放
置在排爆罐中，转移至危爆物品存放
场地，后交由治安支队进行下一步处
理，17时30分圆满完成排爆任务。

朝阳市公安局介绍，这次是朝
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突击队
今年内排除的第五枚炮弹，此前已
成功对战争遗留的 1 枚航弹、3 枚迫
击炮弹进行了妥善处置，消除了一
起起重大安全隐患。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

银行信贷员因客户到期还不上
50万贷款，在和客户商量后打算先去
借高利贷把银行贷款还上，然后再从
银行贷款还高利贷的这种“倒贷”方
式“渡过难关”，却没想到在借了高利
贷之后，并没有如意从银行再贷出款
来，于是信贷员开始了“拆东墙补西
墙”的方式不断到各处借贷，以弥补
资金漏洞，甚至还伙同他人伪造贷款
人身份和相关材料。

最终在“利滚利”之下，最初的50
万变为高达千万缺口后，该信贷员逃
逸后被抓获。目前，法院终审判定该
信贷员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倒贷”始于
客户还不上的50万

徐欣是一名“80 后”，原为丹东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城支行微贷业
务部信贷员。2015 年，客户张山在
她所在的银行办理的贷款 50 万元
到期，却无力偿还，本可以按照相
关规定处理的徐欣却在此时走上了
岔路——她和张山商量后达成了一
个 计 划 ：先 出 去 借 高 利 贷 偿 还 贷
款，之后再从银行贷款偿还高利贷

（俗称“倒贷”）。
于是徐欣帮张山做担保，从某

公司借了 53 万元，借期期限为 10
天，实际只拿到 50 万元，那 3 万元
是利息，直接被该公司扣下了。徐
欣拿这 50 万元还上了张山欠银行
的 贷 款 ，两 人 本 来 刚 刚 松 了 一 口
气，却不知道事情的走向即将偏离
他们的预计。

“利滚利”+“拆东墙补西墙”
她经手金额超7000万

本来这次还贷后，按照计划张山
再从银行贷款，就可以把这笔应急的
高利贷还上了，可是这次申请贷款却
失败了，而作为担保人的徐欣为了偿
还这笔高利贷借款，自2015年5月至
2016年 6月间，她开始以自己银行信
贷员的身份做担保，虚构贷款人在银
行贷款到期需要“倒贷”的事实，伪造
贷款人身份证、抵押物证明等相关材
料复印件，还雇来了十余人冒充贷款
人签名，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四
处借款，不断将所获钱款用于偿还前
次所欠高利贷及利息。

就这样，在经过一系列演变之
后，再加上胆子越来越大的徐欣还在
不断帮除张山之外的人“倒贷”，欠款
数额越来越大，经司法鉴定所鉴定，
徐欣在 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6
月24日期间，总共收到李某等五人资
金76755990元，转回李某等五人资金

67002400元，尚欠李某等五人资金合
计9753590元。

信贷员因诈骗罪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眼看着资金数额已经超出了自
己的控制范围，徐欣慌了，她咨询
过律师得知自己触犯了法律，有可
能会能判 20 到 30 年有期徒刑之后，
徐欣彻底害怕了，她选择了逃跑，
但没过多久就东窗事发被警方抓
获，徐欣只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徐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徐欣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
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判处被告人徐欣犯诈骗罪，处
以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五十万元。

但徐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
诉，经过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

记者 王晓阳

11 月是国际肺癌宣传月。昨
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
外科张军教授指出，我国肺癌发病
率、死亡率均位于全身恶性肿瘤之
首位，被称为肿瘤致死的第一杀
手，与此同时人们对肺癌防治的认
识还远远不够，比如很多人还不知
道“三手烟”这一隐匿的肺癌危险
因素。

吸烟是导致
肺癌的“头号杀手”

张军教授介绍，我国的肺癌发
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并且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在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肺癌发病率在恶性
肿瘤中排在第五位，八十年代上升
为第四位，九十年代上升至第三位，
2000年之后一跃位居全身恶性肿瘤
之首位。近几年我们接治过的最小
的肺癌患者只有12岁。”

东 北 是 肺 癌 高 发 区 域 ，其 原
因与北方燃煤取暖、吸烟等因素
相关。吸烟是导致肺癌的“头号
杀手”。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致癌
因素中，吸烟是排在第一位的。研
究发现：每天吸烟 20 根、烟龄超过

20 年患肺癌死亡的危险性增加 20
倍。东北人吸烟比例高，包括女
性；北方地区煤的取暖以及燃气所
产生的“毒气”也会导致肺癌。

三手烟——
隐匿的肺癌危险因素

很多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包括一手烟（直接吸烟）和二手烟

（被动吸烟）对健康的危害，而对于
三手烟的危害很多人并不了解。三
手烟是指烟民“吞云吐雾”后残留在
衣物、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
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烟残
留物，是目前危害最为广泛的室内
空气污染。残留物中的尼古丁与空
气中的亚硝酸反应，可形成强大的
致癌物亚硝胺。

二手烟易躲，三手烟难防。看
到有人吸烟，人们能躲开，但是遭受
三手烟的毒害往往是不自知的，通
过呼吸、皮肤进行吸收，很容易被忽
略。三手烟危害时间长。二手烟可
以通过通风换气的方式排走，而三
手烟沾染在物体表面，可长达数日
甚至数十年，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想
要彻底去除三手烟的话，需要经常
彻底清洁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三手

烟对婴幼儿的危害尤其大。因为婴
幼儿和儿童的体重轻，按每公斤体
重计算，要比成年人呼吸更多的空
气，从而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而
且孩子的免疫系统较脆弱，吸入这
些有害物质后，可引起呼吸系统、神
经系统、循环系统甚至泌尿生殖系
统等各种问题。

早期肺癌
通过手术切除可治愈

张军教授介绍，尽管肺癌治愈
率很低，其 5年生存率只有大约 10-
15%，但这 10-15%就是希望。目前
非常明确有效的治疗肺癌的方法有
3种：外科手术切除，化疗，放疗。肺
癌患者中80%为晚期，一般这部分患
者的治疗以化疗和放疗为主；早期
患者可能进行手术治疗，如微创手
术，可以实现治愈；中期患者可以经
过化疗和放疗之后再争取进行手
术，一部分也可以实现治愈。“总之
中晚期肺癌其疗效通常都不乐观，
所以肺癌的治疗，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尽早手术切除，早诊早治才是正
确之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
文慧

银行信贷员用高利贷“倒贷”
50万贷款利滚利成千万漏洞

施工中发现遗留炮弹
特警屏吸半小时除隐患

预防肺癌 二手烟易躲三手烟难防

排爆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埋在土坑中的炮弹。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