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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降雨还会继续，不过和昨天相比雨区
有所缩小，雨量有所减少，但由于是阵雨雨量
分布不均，外出时雨具还得随身携带。

来自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8 月 15 日 8 时
至16日16时，全省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
区出现大雨，沈阳、大连、锦州、营口、阜新、辽
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的个别乡镇（街道）
出现暴雨，抚顺新宾县上夹河镇出现大暴雨；
全省168个气象站出现1小时降雨量大于20毫
米的短时强降水；朝阳地区 1 个气象站出现 8
级以上瞬时大风。

预计从昨天傍晚到今天白天鞍山、抚顺、
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改革
创新示范区及沈阳市区、辽中、瓦房店、普兰
店、庄河、长海、长兴岛经济区有中雨，局部有
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
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最大瞬时风力
可达 8 到 9 级。另外，昨天夜间沈阳、大连、鞍
山、营口、朝阳、盘锦地区局部有大雾。今天夜
间到明天白天鞍山、本溪、丹东、辽阳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天锦州、营口、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
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今天辽宁大部还有雨 局部暴雨
沈阳城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 全力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的落实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闫柳报道 今夏入汛
以来，辽宁共出现10次降雨天气过程，6月份全
省平均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多2.3倍，为70年来最
多。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全省
累计转移群众3.91万人。省防指还组织各地修
订完善了城市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病险水库
下游群众逃避险预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昨日省水利厅发布汛期相关数据，并对截
至目前的防汛工作进行了总结。

据省防办介绍，入汛以来辽宁省共出现了
10 次降雨天气过程，6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全省
平均降水量369.4毫米，比常年偏多10.5%，特别
是6月份，全省平均降水量170.9毫米，比常年偏
多 89.9%，比去年同期多 2.3 倍，为 1951 年有完
整气象资料以来最多。全省共发生两次较大洪
水过程，目前全省河流水势平稳，水库运行安
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省

防指全面落实国家防总、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
工作决策部署，组织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
工作，确保全省度汛安全。面对汛情，省防指 7
次召开会商调度会议，省防指、省防办先后下发
多个通知，对强降雨防范应对、薄弱环节排查整
改、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漫水桥防守等工作作出
部署。

各地各级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全部由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继续执行防汛五级包保、
双包责任制，全省累计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责
任人6.1万多人。

省防指、省安委会各派出 14个防汛抗旱督
查组和安全生产综合督查组。省防指组织住
建、交通、水利、卫健、人防等部门，编制完善了
相关行业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各地修订完善了
城市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病险水库下游群众
逃避险预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省防办建立汛情警示通报制度，入汛以来，

累计下发气象预警警示通报、洪水预警防御通
报、水库超汛限水位警示通报、山洪灾害警示通
报等 6 类警示通报共 136 期。发布山洪灾害警
示短信 5675 万条，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共
1878个、气象灾害预警信号989.69万人次，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2期，及时提醒相关地
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严格执行群众转移避险实名造册制度，入
汛以来，全省累计转移群众 3.91 万人。落实防
汛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直升机等应急资
源，落实各级各类防汛抢险救援队伍 3084 支、
21.86万人，持续保持迎战状态。

省防办建立日会商机制，每日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会商会议，提出决策支持意见。组织编
制了《辽河洪水评估分析报告》，为防洪调度提
供技术支持。省防指科学实施水库调度，防御6
号台风“烟花”期间，全省水库预泄腾库9.3亿立
方米，确保防洪安全。

你不撞它，它就主动撞你。如果你
正常行驶却与“三轮车”相撞，你可能遭
遇了故意碰瓷。

据沈阳警方通报，近日破获一起特
大系列“碰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5名，收缴作案用的三轮车21辆。

警方介绍，据目前统计，该团伙蓄
意制造交通事故已达486起，敲诈勒索
金额 140 多万元。目前已经有 28 人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另 17 人已被沈阳
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2021 年 3 月，沈阳大东区上园路、
榆林街和工农路等路段接连发生多起
三轮车与微型厢货汽车相撞的交通事
故。事故原因均为路口左转的微型厢
货汽车与直行的三轮车发生碰撞，厢货
汽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

相似事故密集发生，引起了沈阳警
方的关注。经民警工作发现，今年以来
类似的交通事故在全市范围内发生数百
起。为此，沈阳市公安局抽调刑侦禁毒
局和大东分局警力组成联合专案组。

专案组对该系列类似交通事故案
件的视频档案进行了反复排查甄别，发
现许多案件中存在故意碰瓷的情节。

专案组民警发现，在 3 月 1 日的一
起交通事故中，一辆三轮车在经过一个
丁字路口时，看到有一辆微型货车正从
路口出来欲左转，该三轮车随即调头直
接撞向微型货车。三轮车驾驶员的反
常举动，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经过
深入走访调查，专案组民警查明该三轮
车驾驶员为47岁男子王某，其在过去的
三个月时间里接连发生36起交通事故，

共获取保险赔偿金12万余元。为此，专
案组将调查方向集中在王某身上。

专案组民警围绕王某展开数个月
的秘密侦查，最终查明了该“碰瓷”团伙
的人员基本情况及活动规律。该团伙
以54岁男子张某、38岁男子李某、67岁
男子陶某等人为主要成员。作案时，多
采取 2至 3人为一组的方式进行，由驾
驶技术熟练的团伙成员驾驶三轮车，专
门挑选在没有视频监控探头的路口与
左转弯的机动车辆进行碰撞。

碰撞发生后，三轮车驾驶员向对方
驾驶员索要高额赔偿。与此同时，团伙
其他成员驾驶社会车辆尾随在“被撞”
三轮车之后，冒充“路人”向交警及保险
公司出具有利于团伙成员的虚假证言，
最终达到骗取经济赔偿的目的。

掌握了该“碰瓷”犯罪团伙的犯罪
证据和人员构成后，专案组先后将张
某、李某、王某等 45 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收缴“碰瓷”用三轮车21辆。

经审讯，该犯罪团伙成员对利用三
轮车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实施敲诈勒索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核实，今年以来该团伙在沈阳及
周边地区蓄意制造486起交通事故，勒
索骗取被害人车辆保险赔付金总计
140万余元。

目前，张某、李某、王某等 28 名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犯罪已被大东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陶某等 1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一左转弯就有三轮车撞你 45人碰瓷团伙落网
今年以来该团伙蓄意制造交通事故486起 勒索骗取140万余元

昨日，辽宁省、沈
阳市气象台连续发布
暴 雨 橙 色 预 警 信
号。截至下午4时，沈
阳市气象局先后发布
了 17条预警信号。沈
阳也将城市防汛Ⅳ
级应急响应提升为
Ⅲ级。

今天降水减少，这场雨预计会在明天夜间彻底离开辽宁。明天开始气温会再次上扬，沈城最高温在27℃左右。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应急局获悉，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在昨日9时发布城市防汛Ⅳ级
预警、启动城市防汛Ⅳ级应急响应，14时10分，
市防办将城市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应
急响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密切监视天气
及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提
升本地区、本部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要按照

《沈阳市城市防汛应急预案》《沈阳市防汛应急
指挥工作导则》《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规
则》有关要求，各级各类责任人要坚守岗位，靠
前指挥，全力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的落实。要加
强值班值守，保证政令畅通，发生险情要及时处
置，并立即报告。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阳城市防汛应急响应
提升为Ⅲ级

6月全省降水量同比多2.3倍 为70年来最多

蜂胶是蜜蜂从
植物芽孢或树干上
采集的树脂，将其混
入其上腭腺、蜡腺的
分泌物加工而成的
一种具有芳香气味
的胶状固体物。是
蜜蜂科动物中华蜜
蜂等修补蜂巢所分
泌的黄褐色或黑褐
色的粘性物质，可入
药。其性平，味苦、
辛、微甘，有润肤生
肌，消炎、增加免疫
力等功效。

即日起，凡是
年满 60周岁以上的中老
年朋友都可以来电领取5
个月用量的蜂胶软胶囊，
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
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加入会员就抓紧拨打
领取热线马上领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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