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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整治违停、私占车位、僵尸车
即日起至9月底 包括全市道路、
居民小区、
沿街建筑
了整个人行道的空间，我们把它拆除，是
为了以后我们施划停车泊位用。我们今天
采取统一行动，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在门店
面前摆杂乱物占车位，私设地锥地锁，这
种行为是违法的，我们一经发现，一定予
以取缔。对于屡教不改的会坚决处罚。”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当
你开车来到某处目的地准备停车时，却
发现原本可以正常使用的停车位，被路
锥、地锁、杂物等物品占据，你有什么办
法呢？
昨日，记者从沈阳交警部门了解到，
从8月8日至9月30日止，沈阳市公安局联
合各区、县（市）政府等多部门，开展机动
车乱停乱放综合整治攻坚行动。
昨日的整治现场，就有多个被恶意占
用的公共停车位被清理出来。

小区内
“僵尸车”拒不移走
将交到交警大队进行拖移

已清理地锥地锁496处
清理废弃机动车203台
交警部门表示，从8月8日至9月30日
止，沈阳市公安局开展机动车乱停乱放综
合整治攻坚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对标国家卫生
城市建设标准，严格规范全市道路、居民
小区内部、沿街建筑退线空间机动车停车
秩序，集中清理整治地锥地锁、货物及杂
物擅自占用城市公共空间违法行为，强化
对废弃机动车占用公共空间长期停放的
清理整治，有效消除乱停乱放现象，提升
市容环境秩序。
据介绍，自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
来，仅一天时间，各区设立联合整治区54

交警对
“僵尸车”进行拖移
个，开展集中整治行动102次，出动人员
866人次、警车328台次，在各类市场、城
乡接合部、交通枢纽、背街小巷、老旧小
区、医院、景区、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针
对“违法致堵、违停致乱、违停致诉、违停
致险”
，擅自利用地锥地锁、货物及杂物占
用城市公共空间，废弃机动车长期占用公
共空间停放等严重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和
交通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了综合治
理，
共清理地锥地锁496处，清理废弃机动
车203台。

■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 摄

商户用石墩占车位被当场拆除
昨日，在和平区太原街南八马路附
近，交警正在对沿街商户门前私自设立的
地锥进行拆除。
记者看到，其中一家商户门前摆放的
水泥石墩非常结实，交警最后不得不用工
具才费劲地敲掉。
沈阳交警和平二大队二中队副中队
长祝海峰说：
“ 刚才我们拆除的石墩占用

此外，在沈河区天坛一街四十巷里，
交警对一辆长期停放在停车位里的白色
厢式货车进行拖移。记者看到，这辆车的
左车窗上早已被交管部门贴上了违法停
车告知书。
沈阳交警沈河大队静态管理科科长
沈诗海称：
“这台车长期在这违停，而且打
上广告，不是正常的运输车，停滞时间比
较长，占用了公共资源，经进一步了解，这
台车也没有交交强险，我们五天前贴了违
法停车告知书，五天了这台车还没移走，
车主也联系不上，所以依法对它拖移。”
沈诗海说，市民如果发现长期占用公
共资源的“僵尸车”，可以向交警部门进行
反映，路内的，可以向交警大队举报；小区
内的，可通过派出所联系街道社区和物业
进行检查，联系车主，拒不拖走的，将交到
交警大队进行拖移。

谎称猪崽染病欲骗补偿款被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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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暑运高峰
沈至大连等增开3对动车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为应对暑运的
客流高峰，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沈阳至大
连、北京等方向增开动车。
8月份以来，外出避暑旅游客流不断增加，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客流高峰，8月1日到9日，旅客
8月10日
发送量连续9天保持在77万人次以上高位运行，
预计发送旅客达90万人次。
沈阳局集团公司积极应对，在热门线路新增开3对
动车组列车，
开行的暑运临客已达58对，加上331对图定
列车，投入暑运的总运力为389对，全力满足旅客暑期的
出行需求。
具体为：从8月8日开始，根据当日车票预售和客流
5次列车，运行时刻
实际，临时加开沈阳北-大连G9116/
G9116次列车，沈阳北站15时07分开车，途经鞍山
如下：
西站，17时19分到达大连站；G9115次列车，大连站18时
14分开车，途经瓦房店西、鞍山西、辽阳站，20时30分到
达沈阳北站。
10日~12日，长春-北京间加开D4606次列车，运行
时刻如下：长春站18时53分开车，途经沈阳北、山海关、
秦皇岛站，凌晨2时36分到达北京站。
11日~13日，北京-长春间加开D4605次列车，运行
时刻如下：北京站2时56分开车，途经沈阳北、四平东、长
春西站，9时27分到达长春站。
10日、12日，长春-延吉西间加开C1045/
6次，运行
时刻如下：C1045次列车，长春站13时03分开车，途经吉
林、蛟河西、敦化站，15时26分到达延吉西站；C1046次
列车，延吉西站16时06分开车，途经安图西、敦化、蛟河
西、吉林站，18时35分到达长春站。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由于暑运期间加开临客较
多，请随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以便提前安
排您的行程。

老太走失险些中暑
民警帮助寻找家人

男子涉嫌诈骗罪已被沈北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沈阳
一男子低价购买猪崽，联系动物卫生监督
所称猪崽疑似感染“非洲猪瘟”疫病，欲骗
取重大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偿款，结果骗
局被识破。
昨日，沈阳市公安局对外发布消息，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破获一
44
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岳某某 （男，
岁，吉林省吉林市人）被警方抓捕归案。
8月4日，沈北分局沈北派出所接到区
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的报警称，有人

以自家养殖的猪崽疑似感染“非洲猪瘟”
疫病为由欲骗取重大动物疫病强制扑杀
补偿款。
接到报案后，沈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带回派出所
审查。经查，8月3日，
沈北新区五五村发生
疑似“非洲猪瘟”疫情，沈北新区卫生防疫
部门为避免瘟疫蔓延，对疫区内的猪进行
扑杀，并按照扑杀数量给养殖户一定数额
的现金补偿。
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得知消息后，便想

通过低价购买猪崽，
骗取政府补偿款。
8月3日下午，
岳某某开着微型车前往
铁岭市某村以人民币5820元的价格购买
了30头猪崽，
偷偷运回沈北新区沈北街道
道树子村租用的大棚内。
8月4日6时30分，
岳某某主动联系区动
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称其家中有30
头猪崽，
其中3头已经死亡，防疫部门的工
作人员对其家中的猪崽情况进行了登记。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到岳某某租用的
大棚内准备对其“饲养”的27头猪崽进行

扑杀，之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动物卫生
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到达岳某某家的大棚
后，发现大棚内并无养猪迹象，只是用围
栏将27头猪崽圈住，工作人员发现诸多疑
点后随即报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对其通过
低价购买猪崽，欲骗取重大动物疫病强制
扑杀补偿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岳某某因涉嫌诈骗
罪（未遂）已被沈北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大热天夫妻吵架 丈夫“情绪中暑”
医生建议要学会自己调整心情，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发展成忧郁症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近期
天气炎热，
很多市民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脾
气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糟，有时与朋友、
家人或陌生人发生冲突。这有可能是“情
绪中暑”。
医生提醒，如果发现自己心情烦躁、
好发脾气，要学会自己调整心情，否则时
间长了可能发展成忧郁症。

天气炎热
夫妻因买空调频繁吵架

心的心理咨询电话，她认为，丈夫的情绪
出现了问题。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室主
任李泓锦表示，丈夫的行为是典型的“情
绪中暑”，主要症状是心情烦躁、好发脾
气。不少人常因微不足道的小事与他人
闹意见，自己也觉得内心烦躁，不能静下
心来思考问题。有的还表现为不开心，对
事物缺少兴趣。

天热疲劳易诱发“情绪中暑”
时间长了可能发展成忧郁症

沈阳一对夫妻，因为买空调的事，吵
个不停。妻子认为，天热，应该买个空调
李泓锦介绍，
从精神医学角度看，
这些
“解暑”，丈夫认为，热的天气没几天，挺一 是异常情绪的表现，
即焦虑和抑郁情绪。
挺就过去了，没必要浪费买空调的钱。
医生解释说，第一，心理学家荣格曾
一个星期过去了，因为买空调的意见 经说过：性格决定命运。从心理学的角度
没达成一致，丈夫经常找茬跟妻子吵架。 看，人格特质是感知、联系和思考环境及
妻子一气之下，让邻居帮忙在网上买了台 自身的持久模式，体现在广泛的社会和个
空调。随后，丈夫又因为空调，和妻子大吵 人的背景下。简单地说，性格主要体现在
了一架。
对自己、对别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
妻子无奈拨打了沈阳市精神卫生中
的言行上。

上述吵架的夫妻，性格中的弱点被夏
季高温烘托而凸显出来，因为不能忍受对
方的态度、错误等小问题而造成一方“情
绪中暑”
。
第二，有的人即使本身所处环境并不
热，也会因外界强烈的光线使心火大动，
产生烦躁的情绪。
第三，夏季昼长夜短、气候炎热，又有
蚊虫干扰，影响睡眠质量，使人容易疲劳，
这些都能诱发“情绪中暑”，时间长了可能
发展成忧郁症。

这五种方法
可以让心情变“清凉”
天气炎热，要想让自己拥有清凉的心
情，医生建议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晚睡早起，每晚在暑气减弱的23时
前入睡，在太阳升起时起床，根据各地的
时间大约在早晨6点左右。
2.以愉悦的心情接纳第一缕阳光的
来临，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安排好各种事

宜。注意心理调节，要“静心、安神、戒躁、
息怒”。遇到不顺心的事，要学会情绪转
移，多用“冷处理”，不妨暂时冷静下来听
听音乐，或者心烦气躁时可通过聊天、健
身等方式发泄。
3.
饮食宜清淡，少吃油腻，多饮水，以
调节体温，改善血液循环。多吃清火的食
物和饮料，如新鲜蔬菜、水果、绿茶、菊花、
金银花等。同时，要少吃辛辣的食物，少饮
烈酒，多食苦味物质解热祛暑，消除疲劳。
4.
要避免在最炎热的时候外出，同时
也不要在封闭的空间待得过久。居室要注
意通风，通风可以迅速散去人体周围的热
气及减少空气污染，使人产生“凉快”的感
觉。早晚室外气温相对低时，
宜打开门窗。
中午室外气温高，宜将门窗紧闭，拉上窗
帘，
启动风扇、
空调。
5.
适当运动运动，放松自己。运动强
度不能过大，时间也不能太长，尽量选择
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瑜伽
等运动，让自己缓解一下工作一天的劳
累，
缓解一下心情。

走失老人在派出所获得照顾

■警方供图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老太走失，长时间
暴晒几乎中暑。民警通过老人的只言片语寻找线索，最
终帮助老人找到了家人。
8月9日14时许，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凌云派出所
接到市民报警称，在沈河区二环路沈水东路附近，有一
位老人身着绿色上衣、褐色裤子。老人已经在路边徘徊
了两小时，疑是走失了。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出警，沿着二环桥上一路寻
找，终于在长安桥附近找到了老人。
因老人长时间身处日照下，老人皮肤暴露处已出现
红痛晒伤症状，
并伴有脱水征兆。
民警丁悦和辅警李斌立即把老人搀扶进警车，将老
人带回派出所照料。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立即给老人拿来饮用水。补充
水分后，老人的状况有所好转。
民警见状又给老人盛来饭菜。老人一边吃，民警一
边向她了解情况，但老人所能表达出的东西不多。
辅警李晓 根据老人的只言片语寻找老人家属。历
经3个多小时的细心工作，民警终于联系到老人的女儿。
18时许，老太的女儿赶到派出所，看见老人安然无
恙，又被民警细心照顾，老人的女儿十分感动，对民警对
老人的帮助和照顾连声道谢。

男子钻窗入室盗窃
村民微信群助抓小偷

盘锦打掉6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佟阳）8月8日
下午，记者从盘锦市公安局召开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盘锦
市公安局已打掉6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在6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中，有3个为
恶势力犯罪集团，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2
人，并从中初步梳理出一批涉黑涉恶犯罪
线索，公安机关正在深入侦查调查。
记者了解到，盘锦警方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
区、行业和领域，主要是：威胁政治安全特
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

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
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
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
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
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境外黑社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
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
霸”等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
力。还要依法严惩采取“套路贷”、
“校园
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村民闹事的黑恶
贷”、网络诈骗等新型涉众型的黑恶势力。
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 同时，警方将全面整治涉黑涉恶乱点，加
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
大重点行业、领域和各类市场监管力度，
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在商
下大力整治治安乱点，最大限度地挤压黑
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
恶势力滋生空间。
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
为此，盘锦各级公安机关设立了举报
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黄赌毒” 信箱、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畅通渠道，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
索。对群众的实名举报，警方将做到件件
有 回 音 。 举 报 电 话 ：0427-8567567、
13904272110、15904274110，电子邮箱：
pj
s
hc
e110@163.
com，警方承诺24小时
接听受理群众举报，由专人负责接听、处
理举报电话线索。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制定
出台了盘锦市扫黑除恶线索举报奖励实
施办法，举报人举报的黑恶犯罪线索，经
查证属实，视情形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
可获得奖金人民币50万元。

放弃当警察 参军实现儿时梦想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又值征兵季节，看到大街小巷悬挂起来的
征兵宣传条幅，家住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
道建平社区的周丽红思念着数千里外的
儿子李皓南，儿子是去年这时参军的。
在抚顺交警支队当交警的舅舅，在部
队服役的表哥李昌泽，都没少跟李皓南讲
部队的事，参军入伍的梦想从小就在李皓
南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

考上公务员却毅然参军入伍
随着年龄增长，当兵愿望愈加强烈。
2017年，即将毕业的李皓南参加了学校武

装部召开的征兵动员会，学校邀请了返校
复学的大学生士兵作征兵宣讲。校友现身
说法拨动了李皓南一直向往军营的心弦，
他决定到军营中去锤炼自己。
周丽红告诉记者，在报名参军的同
时，李皓南也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最终
通过考试，成为望花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
民警，此时，征兵体检、政治考核通过，参
军入伍的大门已经打开，年轻的李皓南面
临着人生的第一次抉择。
“不当兵意味着后悔一辈子，不当公
务员，
以后还可以考。”李皓南常常念唠这
句话，
用以激励自己，
安慰父母。2017年9
月12日，李皓南踏上了通往梦想的火车，
加入了新疆空军雷达兵某旅。

每天提前1小时起床叠被
小事中锻炼意志品质
在新兵连，叠内务即叠被子是一项必

不可少的训练课目，
这让李皓南比较头痛。
新兵班长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李皓南
这些新兵如何叠被，并告诉他们叠被看似
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但是却能在无形中锻
炼一个军人的意志品质。
新兵营定期搞内务卫生评比，在这
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中，李皓南对叠内
务丝毫不敢懈怠，每天早晨提前1小时起
床叠被。两个月下来，曾经的“大面包”终
于变成了“豆腐块”。

不服输的性格
让专业成绩达到“优秀”
雷达兵专业训练非常枯燥乏味，每个
人盯着各自电脑屏幕上的目标测报方位
距离，每天训练六七个小时，三点一线似
的生活，李皓南与同期新兵一样产生厌烦
心理，专业考试的成绩刚开始不是太理
想，勉强能及格。

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的李皓南，开始
怀疑自己。专业教员及时发现了李皓南心
理上的变化，
对他进行悉心开导，
并建议李
皓南晚上下课后多与成绩靠前的战友一起
交流经验，
共同进步。听了教员的话，
李皓
南与战友们交流，专业水平日渐提高，同
时，
曾经及格就好的专业训练，
现在变成了
他和战友一较高下的平台，比的也不再是
谁的分高，而是谁不失误，谁能得满分，比
的是拼劲、
干劲和不服输的精气神。
入伍快一年，李皓南也在年度综合考
核中得到了“优秀”的满意答卷，还获得了
“优秀士兵”的荣誉。
李皓南告诉记者，选择军旅，追逐梦
想，
他不仅没有后悔，反而觉得很庆幸，因
为将近一年的军旅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
坚定了他的政治素养，培养了他的集体荣
誉感。他能感受到自己每天都在发生改
变，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稳重，变得比以
前更加坚毅，更加吃苦耐劳。

于洪公安民警通过群防群治微信群抓获盗窃犯罪
嫌疑人
■警方供图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男子钻窗入室盗
窃，与受害人正巧撞上了。在民警和辖区村民们建立的
“群防群治”微信群内，村民们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男
子很快被警方抓获。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光辉派出所在沈阳市
公安局开展的“扎根社区履职责·忠诚为民保平安”主题
实践活动中，通过与辖区群众建立微信群，发动群众举
报违法犯罪线索，成功抓获一名在辖区内多次实施入室
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年初以来，沈阳市于洪区光辉乡接连发生多起
入室盗窃案，多名村民家中财产被盗。公安机关虽多次
开展调查走访，但案件始终没有新的进展。
6月中旬，全市公安机关开展“扎根社区履职责·忠
诚为民保平安”主题实践活动后，光辉派出所社区民警
主动与辖区村民建立了群防群治微信群，并在微信群中
通报了相关案情，提醒村民注意加强防范。
不久，一名村民报警称，一名满脸白斑的男子不
知怎么进到她的家中，打个照面就转身跑开，把她吓
了一跳。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现场勘查发现该人系钻窗入
室，根据报警村民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民警
确认该人脸上应患有白癜风疾病。
民警随即发动微信群内村民寻找这名脸上患有白癜
风的男子。不到2
个小时，
群内村民就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据村民反映，在一处505路公交车站，见到一名脸上
有白斑的男子。
民警立即赶到公交车站，对该男子依法进行盘查。
在盘查过程中，该男子神色慌张，
语无伦次。随后民警将
其带回派出所审查。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男，32岁，内蒙古自治区
人）供认曾在于洪区光辉乡入室盗窃作案4起，涉案价值
2000余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于洪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