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银行要求办理
“一类银行卡”，却出
示了一张假的单位证
明；办卡被拒绝，他吵
嚷、投诉、恐吓，甚至
当着民警面摔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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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院
长，安某的“能力”是很大的：利用给实验楼装
修，可以将近400万工程款据为己有；靠着办公
楼装修，又将 40 万收入腰包……除了各种装
修，安某还重复领取绩效工资、安全奖、车补，连
几万元的小钱都不放过；甚至利用职务便利，指
使沈阳市环卫院工作人员违规修改融雪剂检测
报告，收取2万元好处费。

记者昨日获悉，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安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
十万元。

大楼装修采购全收好处

安某1972年生，大学文化，是沈阳市园林绿
化管护与城市建设综合执法中心工作人员。

从 2016年起，他就在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
设计研究院任院长，不过他的人事、工资关系还
在原单位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局。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7 年至 2018 年，安某

全面负责沈阳市环卫院新实验楼装修工程，他
将该工程 98%的工程款 1027 万余元违规拨付
给沈阳某工程有限公司，并指使该公司总经理
徐某采取虚报工程量的方式将 1 至 4 楼未装修
的工程款 383.15869 万元纳入结算，经过造价
结算审核套出，放在这家公司财务账上据为己
有。

在沈阳市环卫院办公楼装修过程中，安某
利用职务便利同样为这家公司获得工程提供帮
助，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11 月底两次收受好处
费共计 40万元。2017年 11月、12月，安某又授
意徐某将沈阳市环卫院办公楼5-6层的弱电工
程分包给裴某，并于 2018年 5月、8月先后两次
收受裴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8万元。

甚至在 2018 年 4 月，安某又将档案柜的采
购项目交给徐某，收受好处费1.5万元。

绩效、车补领双份

安某担任沈阳市环卫院院长期间其相应的

工资福利奖金原单位已按规定发放。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安某又利用担任院

长的职务便利，以给全院职工补发资金补贴
名 义 ，重 复 领 取 2013 年 和 2014 年 绩 效 工 资
28673 元；2015 年绩效工资 28982 元、安全奖
2100 元；2016 年绩效工资 30300 元；2016 年 7
月 至 2017 年 1 月 车 补 7280 元 ，共 计 人 民 币
9.7335 万元。

违规修改融雪剂检测报告

除了单位承包工程、单位的工资补助，安某
还利用职务便利，为外人办了不少事儿。

2017年至2019年11月，安某为裴某承揽沈
阳市环卫院智慧公厕软件开发等项目提供帮
助，并于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11 月、2020 年春
节先后三次收受裴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 4 万
元。

2016年 5月至 2019年 11月，安某指使沈阳
市环卫院工作人员违规为常某修改融雪剂检测

报告，先后两次收受常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 2
万元。

2017 年下半年，安某帮助某开发商成功中
标，收受商品房购房协议及收款收据二套，房屋
销售价格为210万元。

法院认为，安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的廉
政建设制度，已构成贪污罪，应依法承担刑事
责任。被告人安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
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及公私
财物所有权，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承担刑事
责任。

法院宣判被告人安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依法上缴
国库；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十万元（其中已缴纳人民币十万元）。
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期为有期
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趁大楼装修 他贪占近400万工程款
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安某贪污受贿 一审获刑六年

而民警当场识破男子的“表演”，将其带回
派出所。果然，经过调查，该男子名下多张银行
卡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他摔坏的手机正是用于

“跑分”作案的。根据男子交代，警方还抓获了
他的另一个同伙。

男子用假证明办“一类卡”

8月11日，沈阳某银行营业网点，一名男子
来到柜台窗口，要求办理一张“一类银行卡”。
按照银行规定，要求对办理“一类银行卡”客户
的开卡用途进行核验。

这时，该男子自称为一家物流公司的员工，
平时开大货车跑运输，办理银行卡是因为“加油
有优惠。”男子还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一张单位的

“证明”。
然而，银行工作人员正是对这份证明进行

核实的时候发现，盖章的企业有问题，“这家企
业根本不存在。”

因为证明材料没有通过，工作人员拒绝为
其办理“一类银行卡”，同时表示可以为其办理

“二类银行卡”。

当着警察面摔坏手机

“我凭啥不能办一类银行卡？你们是看不
起我吗？”得知不能办理“一类银行卡”，男子瞬
间怒火被点燃，立即与工作人员争吵起来。其
间，男子不断吵嚷、投诉、恐吓、威胁，完全不听
工作人员解释。

银行工作人员坚持工作原则，但对方不依
不饶，最后只能报警。

“银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男子见民警
到场，不断提高着自己叫喊的音量。随后“啪!”
一声，将手机当着民警面摔坏。

带到派出所后现原形

“我们注意到男子带着3部手机，摔之前好
像特意选择了其中一部。”办案民警介绍，就是
男子挑选手机的小动作和眼神，让民警产生了
怀疑。

“一个他好像在虚张声势，另外用力也大，
好像特意要将手机摔坏，这是为什么呢？”接连
的疑问，让民警决定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审
查。

就在这时，男子“怂了”，表示不再追究银行
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可是越是这样的反常举动，更加深了民警
的怀疑，坚决要求其配合调查。

果然，到了派出所后，民警核查发现，这个
男子名下的多张银行卡，均涉及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而他摔坏的手机，正是从事非法“跑分”
洗钱的作案手机。

知道自己露馅，男子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
罪事实，并交代了自己的另一名同伙。

随后，警方对该男子的同伙也一并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诈骗犯大闹银行当着民警面摔手机

沈阳市公安局刑侦禁毒局反诈支队侦察
队队长王峰介绍，为了打击电信诈骗，央行出
台了借记卡分类的制度。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
起，央行规定每家商业银行只允许同一客户开
立一个一类结算账户，其他新开立的结算账户
就只能是二三类账户。一类账户就是必须是
在柜台里办理的，是实际的银行卡，二三类账
户可以在网上通过绑定来开设账户。

一类卡等同于正常的借记卡使用，没有任
何限制；二类卡每日限额在1万元内，年累计限
额在 20 万内。但是所属同一个客户的同一银
行的银行卡之间互转则没有金额限制，包括一
二类卡互转。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一类银行卡”和“二类
银行卡”有啥区别？

日前，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
拟纳入辽宁省“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程储备库的 34 个项目进行了公
示，辽河国家湿地公园、红海滩国家级
海洋公园、大冰沟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项
目等榜上有名。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红海滩”等34个项目
拟纳入省“十四五”
文化保护储备库

昨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汛情
报告，16日6时至17日6时，全省平均降
水量为16.7毫米，其中沈阳29.3毫米。

16 日 20 时 30 分，沈阳市解除城市
防汛Ⅲ级预警并结束城市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18时40分，鞍山市启动市区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16 日 6 时至 17 日 6 时，全省平均降
水量为 16.7毫米，其中：辽阳 30.3毫米，
沈阳29.3毫米，丹东22.8毫米，鞍山22.1
毫米，本溪 21.0毫米，阜新 19.4毫米，沈
抚示范区 17.2 毫米，铁岭 16.5 毫米，抚
顺16.4毫米，营口10.9毫米，葫芦岛10.7
毫米，其他各市均不足10毫米。最大降
雨量出现在新宾县上夹河镇 119.2 毫
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新宾县上夹
河镇83.4毫米。

16日20时，辽河干流铁岭水文站流
量 134 立方米每秒，六间房水文站流量
119 立方米每秒；太子河小林子水文站
流量 186 立方米每秒；鸭绿江荒沟水文
站流量606立方米每秒。

全省有1座小（I）型水库超汛限（黑
山县老官超 0.02 米）。目前，正利用泄
水设施泄洪。

省防办下发《气象预警警示通报》，
要求提高风险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做
好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群众
生命安全；对辽阳、沈阳、丹东、鞍山、本
溪、抚顺等重点降雨地区的 32 个市、县
区防办及有关乡镇（街道）进行点对点
调度和值班抽查，要求加强防范，遇险
情及时处置并上报。

省水利厅对法库县、铁岭县、辽阳
县、海城市、盖州市、大石桥市、瓦房店
市、岫岩县等强降雨地区的17座水库进
行电话调度，要求加强巡查值守，做好
防范工作。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沈阳结束城市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

漫画 王晨同

银行也不
能这么欺负人
啊！

电信网络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