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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广元沉船”事件 追踪

2016年6月13日
星期一

广汉一纸厂惊现“炮弹”
专家确认系教练弹警方已排爆

11日上午，位于广汉市向阳镇的
某造纸企业，员工们在原料废纸堆中
发现一枚迫击炮弹，立刻报警求助。广
汉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并随即向德阳
方面进行了通报。

当天下午，警方相关部门赶到现场
进行了勘验，并初步确认这枚炮弹系一
枚71式迫击炮教练弹，弹长近600毫米，
直径100毫米，约有8千克重。由于这家
企业的原料来源范围很广，而且这批原
料都是端午节以前进厂的，要查清这枚
炮弹的具体来源非常困难，同时这枚炮
弹的内部情况也不清楚。为确保安全，
警方决定12日对其实施引爆处置。

12日一早，德阳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特巡警支队民警和民爆专业公司
技术人员一起，携带专业排爆车辆和
装备，从德阳赶赴广汉向阳镇，对这枚
迫击炮弹进行处置，并确认这是一枚
在1980年生产的第5批100毫米直径的
迫击炮教练弹。11时15分许，这枚迫击
炮弹被放进防爆罐送往松林镇进行了
销毁。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7年前，广安岳池县的杨某被查
出尿毒症。之后几年，在接受透析治
疗过程中，他通过“串串”，购买伪造
的病历和住院发票，骗取新农合补
偿金，截至案发，他5年内共骗取新
农合补偿金31万余元。

昨日，广安岳池警方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杨某即便身
体有病，也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不
过，杨某在案发后如实交代了自己
骗保的事情，警方考虑到他的特殊
身体状况，已对他监视居住。目前，
这起案件已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昨日，尚在成都治疗的杨某后
悔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也想
过将骗取的钱还上，但根本没有钱，
如今也不敢将此事告诉家里人，“自
己犯的错就要承担，接下来该怎么
判就怎么判。”

案发
伪造资料骗取新农合资金

这一天，杨某心里知道终究会
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2015年的一天，杨某拿着一摞
自己在成都某医院的“住院和病历
发票”，回到老家广安岳池县，找农
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申请医保报销。
工作人员对杨某已经很熟悉，自
2009年被查出尿毒症后，杨某会经
常来申请医保报销，以便有钱继续
接下来的治疗。

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在审核杨
某提供的票据时，发现了猫腻。因
为，工作人员刚好审核了另一位来
自同一家医院患者的票据资料，但
与杨某提供的票据不一样。工作人
员随后向杨某提供的资料所显示的
医院核实，确认杨某的资料全系伪
造。工作人员随后又对杨某近几年
的报销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自2011
年以来，杨某5年内先后提供了22份
伪造的病历资料和住院发票，涉嫌
向岳池县新农合办套取新农合补偿

金31万余元。岳池县新农合办随后
报案。

“警察来成都一找到我，我就明
白是怎么回事了。”杨某说，自己刚
在医院做完透析治疗，当时就向警
方承认了所有犯罪事实。

原因
患上尿毒症却经济紧张

40岁的杨某是广安岳池人，
2009年被确诊患有尿毒症。医生告

诉他，如果不换肾，就得频繁地到医
院进行血液透析。

“换肾？我也想，但是没有钱。”
杨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节约费
用，自己随后回到岳池县老家，辗转
附近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从最开始
的一周透析一次，到后来的两次、三
次，加上其他治疗费用，不到一年时
间，多年打工攒下的10万余元存款
被花费一空。

“那个时候，治疗尿毒症的很多
药品并不能进行医保报销，自己每

个月的花费要1万元左右。”杨某回
忆，2011年的一天，他当时在成都一
家医院接受治疗，一名“串串儿”主
动找到自己，询问是否需要能够进
行医保报销的发票，经过细聊，对方
表示可以伪造医院的住院发票和住
院病历等帮助报销医疗保险。由于
当时已经开始靠借钱维持治疗，杨
某决定试一试。

杨某向警方交代的材料显示，
杨某当时花800元从“串串儿”手上
买了一沓住院和病历资料，之后便
回老家岳池县报账，由于岳池县新
农合的报账系统没有与杨某就医的
医院联网，加之其提供的资料仿真
度很高，杨某顺利报销1万余元。之
后，杨某又陆续通过“串串”，多次购
买伪造的票据骗取新农合报销，但
每次与其联系的“串串”几乎都不是
同一人，且对方的警惕性很高，双方
接触也就一两分钟时间，每次选择
相当偏僻的地方进行交易。

“我知道那是违法的，但我想活
下来，看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也想
孝敬父母。”杨某说，自己不清楚这
些年通过新农合报销了多少钱，但
所有的钱都用于自己治病了。

后悔
至今不敢告诉家人

对于儿子骗保一事，一直在岳
池老家帮忙照管孙子的杨大爷并不
知情。

12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岳池县
城见到70岁的杨大爷时，言语中不
时流露出对儿子病情的担心，但又
为无力给儿子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
陪在儿子身边而抹泪自责。记性不
好的他，至今不知道儿子这些年治
病具体花了多少钱，更不知道儿子
这些年在成都治病的生活是如何度
过的，直到去年无意中发现儿子写
下的几篇日记。

翻看儿子的日记，杨大爷猜测，

儿子和儿媳可能已经离婚。杨某告
诉记者，自己2010年就与妻子离婚
了，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但至今没
敢告诉年迈的父母，“得了这个病，
不想拖累她（妻子）”。

杨大爷说，最近几年儿子到成
都治病，自己很少去看望儿子，与
自己同龄的老伴在南充一家餐馆
打工，维持家庭日常必须开销，自
己必须留在老家照管上初中的孙
子以及100岁高龄的父亲，如今，整
个家庭每月能给儿子提供的治疗
费，只能靠百岁父亲从退休工资里
拿出来的2000元，不过，政府考虑
到家里的困难，为儿子解决了低保
问题。

“现在很后悔，也想过将骗保的
钱退回去，但现在没有钱来退，既然
犯了法，就自己承担。”杨某说，自己
没打算将这件事情告诉家人。

进展
男子涉嫌诈骗罪被移送起诉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岳池警
方获悉，杨某在案发后如实交代了
自己骗保的事情，考虑到杨某特殊
身体状况，警方已对其监视居住。警
方特别指出，即便杨某的情况特殊，
但也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干犯法的
事情。因涉嫌诈骗罪，目前此案已被
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如今，杨某仍在成都接受治疗。
他告诉记者，为节约治疗费用，自己
在经常透析的医院附近与他人合租
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自己煮饭。

“现在身体状况还好，除去能够报销
的费用，每个月的开支在2000多
元。”杨某说，之前也想在治疗之余
去打些零工赚钱，但只要稍微干点
活，身体就受不了，只能作罢。

对于这次案发，杨某说，“自己
犯的错，就要承担，该怎么判就怎么
判吧。”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自2011年以来，杨某5年内先后提供了22份伪造的病历资料和
住院发票，涉嫌向岳池县新农合办套取新农合补偿金31万余元。

“我知道那是违法的，但我想活下来，看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也想孝敬父母。”杨某说，自己不清楚这些年通过新农合报销了多
少钱，但所有的钱都用于自己治病了。

警方指出，即便杨某的情况特殊，但也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干
犯法的事情。

尿毒症患者买假住院材料
5年骗保31万

因涉嫌诈骗，目前此案已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近年来，“YOUNGNISSAN”成为
了东风日产的品牌战略，而东风日产新
生代TIIDA正是代表着东风日产的年轻
态度———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勇于承
担的、乐于奉献的态度，也是当今年轻人
在追求时尚健康同时内心的追求。成都
不仅是一座引领先锋潮流、享受品质生
活、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里的运动场
更已经成为了彰显生活方式的秀场。伴
随跑步渐成风尚，越来越多的跑步活动
也已经成为了成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东风日产正是希望通过公益和运动的结
合，一起为健康而跑，更为爱而跑。

据了解，本次在成都上市的新生代
TIIDA共推出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9.99-13.49万元，同时活动现场也推出了
让新生代族群无压力购车的优惠政策：

购新TIIDA享动感基金3000元
购新TIIDA享2年0利息无压力一证

贷，日供仅需22.5元
任意品牌成功置换东风日产新车享

置换补贴4000元
购全新TIIDA享国家购置税减半

（1.6L车型）
详询成都东风日产各经销商。

（刘逢源）

为新而动
为爱而跑

“新TIIDA动起来”全国公益跑
暨成都上市发布会酷炫开启
6月10日晚7点30分，“新TIIDA动起来”为奥运助威全国公

益跑成都站暨新TIIDA成都上市发布会在东湖公园域上和美艺术
馆酷炫开启。此次公益跑活动由东风日产主办倡导，面向市民招募
热爱公益、爱跑步的志愿者，当晚逾千跑者全情投入了此次夜跑。

当晚活动从融合了公益与艺术
元素的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出发，活
动现场特别通过东湖公园水幕投影
等艺术展现方式，时时公布展示了志
愿者“爱心步数”的累积量，以号召
更多人参与到现场的公益活动中来。
活动当晚虽然天空下起了零星小雨，
但是现场参与者的热情丝毫不减。在
活动现场除了东湖水幕公益墙、炫目
的荧光装备之外，主办方还邀请到了
国内知名摇滚乐队在现场为活动演
唱助兴，也邀请到知名主播从媒体人
的角度解析新生代TIIDA的魅力。同

时，东风日产市场部副部长、地区支
持办公室副部长朱晓竹女士也亲临
现场为活动加油助威。

本次活动旨在号召城市新生代
们用流行的夜跑活动，为那些偏远山
区少年儿童的小小体育梦想而奔跑。
通过呼吁公众以“捐赠步数”的方
式，参与到由东风日产发起的“为奥
运助威 全国公益跑”活动，从而引
发社会各界对儿童体育事业的关注
和帮助，传递公益正能量，一起扛起
责任大旗，切实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
的责任。

本次活动同时也是东风日产新生
代TIIDA在成都的上市会。同样充满速
度和激情的新TIIDA，专为时尚和运动
而生，与城市新生代跑者的气质可谓相
得益彰。东风日产新生代TIIDA外观运
用V-motion的设计元素，采用的是日产
最新家族式造型设计，动感的V型镀铬
中网，搭载LED灯组合与开放式雾灯，
内藏回旋镖式光导技术，配合雷霆式切
削运动铝轮辋，与凌厉的肌肉感双腰线
相互呼应，令动感气质淋漓尽显。

除了外观极为炫酷，内在安全也是
新TIIDA的巨大优势，它搭载的NISSAN

i-SAFETY智能防碰撞安全系统内含
FEB预碰撞智能刹车辅助系统、BSW变
道盲区预警系统、LDW车道偏离预警系
统和CTA倒车车侧预警系统，为每一位
乘客带来360度全方位的安全保护。

同时，新TIIDA作为两厢轿车领域
的领跑者，其传统优势更是得到全面强
化———除了由2700mm的大尺寸轴距带
来的领先超大空间与681mm后排宽适腿
部空间之外，重新设计的车尾令新生代
TIIDA的后备箱容积从之前的310L升级
至435L，为消费者带来无限可能的载物
空间。

“捐赠步数”东风日产为爱而跑

“城市新生代专属座驾”新TIIDA为新而动

“YOUNG NISSAN”已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14具失踪人员遗体
全部打捞出水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12日
傍晚7时许，广元市利州区召开新闻通
气会，就广元白龙湖沉船事件处置工
作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称，经过
9天打捞，截至12日12时，成功打捞起
14具失踪人员遗体，完成了搜救任务。

通报称，本月4日中午12时许，广元
市轮船公司“双龙”号游船，从利州区三
堆镇盐井溪码头出发，前往白龙湖小三
峡景区游玩。14时40分左右，“双龙”号
返航途经三堆镇飞凤村三组时，突遇强
烈阵风致船体侧翻沉没。“双龙”号游船
船上共18人。事发当天，有4人获救上
岸，其中一名小孩经抢救无效不幸罹
难，船上其余14人下落不明。事件发生
后，广元市、利州区两级立即启动重大
突发事件Ⅱ级应急预案，迅速成立了广
元市处置白龙湖沉船事件指挥部，利州
区成立了分指挥部。

经过连续9天的全力搜救，成功打
捞起14具失踪人员遗体，完成搜救工
作。截至12日18时，3名获救人员通过医疗
专家组评估，符合出院条件，全部出院。

杨某家的房屋已无人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