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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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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30—50

Ⅰ
优

无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7年11月29日16时发布

今日天气
气温：8—12℃

雨渐止转阴天 明
天气温：7—12℃

阴到多云 后
天气温：7—15℃

多云到阴

楼某实际上并无能力办证，这种违法
的事，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他盘算着，只
要拿着从建筑公司骗来的钱，将自己的项
目做大了，到时候把钱还回去，那他们也
不会再来追究自己骗人的事了。因此，他
尽可能拖延暴露的时间。

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正在帮忙办证，
他找了人先办出了几张大专文凭证，建筑
公司来催了，他就先给出大专文凭证，说
是因为对方公司工人文凭不够，卡住了办
证进度，他得先解决工人的文凭问题。

当然这个说法也不能总管用，紧接着
下一步他又伪造了《一级建造师证》，发给
建筑公司。不过，他的这本证件上并没有
编码，他谎称，证件已经做到了最后一步，

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敲上编码证件就能用
了。

从2016年初开始，因为时隔多年他没
办出一本证件，委托他办证的公司和个人
相继醒悟，开始向他追讨办证费用。楼某
曾用骗来的钱为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车，还
在北京买了套房，将老婆孩子接过去生
活。不过几年下来，楼某自己做的项目都
亏了钱，房子、车子都买了，钱也挥霍一
空。

杨先生（化名）是找他办证的一名建
筑工人，他曾一次性打给了楼某100多万
元，让他办10多本证件，等证件办出了，杨
先生打算靠这些证件开出属于自己的建
筑公司，公司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杨先生也知道找人办证肯定违法，多
年以来他不敢声张，直到2016年，向楼某
追讨了一年，钱还是一分没讨回来之后，
杨先生选择了报警。

杨先生报警之后，东洲某建筑公司、
桐庐某建筑公司以及10多名建筑工人相
继报了案。今年7月份，楼某因涉嫌诈骗，
被警方抓获。

楼某到案后，金华、西安、甘肃、北京
等地相继有人向富阳公安机关反映，楼某
还涉嫌多起诈骗案，包括谎称有关系可以
买到好房源、能拿到一本学历证书、能提
升信用卡额度等等，骗取受害人钱财。目
前，警方已经向检察院提请对楼某的逮
捕。

曾在北京某电视台实习，还开过几家新媒体公司
因为懂电视台内部操作体系，他动起了歪脑筋

自称“凤凰卫视记者”
东洲男子骗得350多万元
5年后事发，浙江、西安、甘肃、北京等地相继有人报案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应登晓

为了一本《一级建造师证》，富阳、桐庐等地两家企业和10多名建筑工人被一名自称“凤凰卫视记者”的东洲男

子给骗了。骗局历时5年才事发，“凤凰卫视记者”总共骗到手350多万元，最多的一人被骗了100多万元。

这名男子姓楼，1985 年出生，老家在
东洲街道某村，曾经在北京上过大专。在
村民们的眼里，楼某是很能干的人，开宝
马车，还在北京买过房，听说还自己开了
家公司，总之，“很牛”。

其实楼某的家境很一般，父母身体也
不太好，帮不上他什么忙。不过，他有个
干爹，也是同村人，平时还蛮照顾他的。
楼某告诉干爹，自己在凤凰卫视当记者，
在北京做事，平时接触的人多，人脉广，路

子也宽，要办什么事，找他就行。
他的干爹是个小包工头，经常和一些

建筑公司打交道，正巧听说东洲某建筑公
司正在急着办《一级建造师证》，于是将情
况和楼某说了。楼某一听，打了包票，不
就办个证吗？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交点钱
就行。

这个《一级建造师证》是针对工程项
目管理人员的执业资格证，它在建筑公司
必不可缺，数量越多越好，这决定了这家

建筑公司是否有资格接下大项目。不过，
《一级建造师证》资格考试难度大，通过的
人数少，于是，一些建筑公司便想着用其
他非法途径办出证件。

通过干爹的牵线，东洲这家建筑公司
在2011年就联系上了楼某。由于楼某干
爹是建筑公司的熟人，当时谁也没对这事
有过怀疑。这家建筑公司需要10多本《一
级建造师证》，80万元钱款分两次打进了
楼某的账户。

楼某对外都说自己是“凤凰卫视记
者”，不过一个谎言要让别人坚信，需要伪
造更多的“证据”，在这点上，楼某这些年
没少下功夫。

楼某大专毕业前在北京某电视台实
习过，对电视台内部的操作体系比较熟
悉。毕业后，他先后办过几家新媒体小公
司，不过都经营不善很快倒闭了。在实施
诈骗期间，他手头一家名为“凤凰飞扬”的
新媒体公司还在运营，手下还有七八名员
工。也正是有这些经验，他的谎言不容易

让人揭穿。
此外，楼某每次同建筑公司接触，总是

会给公司的老总、经办人等送点小礼物，而
这些小礼物楼某可是花了心思的。为了强
调自己“凤凰卫视记者”的身份，他特意找
人设计了凤凰卫视知名栏目“锵锵三人行”
的logo，并找了家淘宝店，将logo印在杯子
等物件上，经过包装后当做礼物送人。

楼某还自己写了人物介绍，放到了百
度词条。现在搜索他的名字，还能找到这
篇百度词条，上面写着“80 后新起之秀，

2006年10月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
目中心，2007 年 12 月进入香港凤凰卫
视”，还是“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XX
文化传媒中心总经理”等。

正是这些“小证据”，让很多和他接触
的建筑公司老总以及建筑工人都对他的
身份深信不疑，再加上东洲这家建筑公司
的推荐，从 2011 年至 2014 年，富阳、桐庐
以及杭州周边地区总共两家公司和10多
名建筑工人先后找上了他，办一本《一级
建造师证》7万至10万元不等。

村里人都觉得他“很牛”，干爹牵线骗局铺开

伪造百度词条自我包装，强调“凤凰卫视记者”身份

历时5年终于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在一波又一
波的冷空气“撮合”下，秋季和冬季开始

“无缝对接”，两个季节的界线变得模
糊。而对于我们来说，傍晚5点不到天
就变黑，这意味一年中的寒冷时节已经
来临了。

昨天，雨水与冷空气合作，把富阳
切回了“湿冷”模式。这场雨下了整整
一天，各个乡镇（街道）普遍出现了中雨
及以上的降水，雨幕弥漫，湿冷异常。

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持续扩散南
下，气温还将缓慢下降。气象部门提
醒，这次冷空气造成的降温幅度不是太
大，但由于富阳前期温度就不高，所以
未来几天早晚还是比较冷，最低 7—
8℃，山区更低，并伴有偏北大风，大家
要做好保暖措施。

天况来看，今天雨水散去，转为阴
天。周五、周六天况转好，以多云为主，
周日可能又有一次弱降雨。趁着这次
雨歇过程，农户要抓紧时间，将尚未播

种的小麦抓及时播种，尚未移栽的油菜
及时移栽，避免延误农时。

中长期预报显示，12月5日开始，
还有一轮冷空气影响，强度更强，降温
更厉害，富阳的总体气温还将再下一个
台阶。小伙伴们在“双11”购买的厚冬
衣说不定马上能派上用场了。

雨散云渐开

深秋光影（天气拍客 蒋万炯/摄）

本报讯（记者 章群英 通讯员 王
树林）昨日下午，2017 年度富阳区最
美养老护理员评选结果揭晓：黄明芽、
王桂萍、奚荣华、钟玉丽、朱芬芳、罗群
波、夏爱平、吕婷英、章妙云、曲娟娟获
评“最美护理员”；喻琴、沈敏儿、谢菊
妹、俞荷花、张敏云、孙桂娣、骆宝莲、
童利萍、张利凤、盛观娣获评“优秀养
老护理员”。

本次活动的评选范围是全区各养
老服务机构（养老机构、乡村两级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老服务社会组
织）中从事一线养老护理的工作人员，
经过单位推荐、微信投票、专家评审等
环节，确保公平公正。

活动由区民政局主办，区养老服
务指导中心、富阳日报社、富阳新闻网
承办。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 通讯员 许
屹）11 月 28 日 7 点 50 分，消防部门接
到报警称，东洲某鞋厂有人跳楼。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看到一位
30多岁男子坐在阳台边缘，楼高有十
多米。男子十分激动，随时有掉落的
危险。指挥员立即下令一组队员铺设
救生气垫，一组队员在天台劝阻。

原来男子是和妻子吵架后扬言要
跳楼，男子的儿子和妻子的姐姐正在
劝阻，“爸爸我要去上学了，你快下来
送我去上学，我要迟到了……”男子侧

坐在天台边缘不为所动，也不让救援
人员靠近自己。两名消防官兵在前，
一名消防官兵在后，一边劝阻一边随
时准备扑救。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沟通交流，男
子体力有些不支，听着现场救援人员
的劝说，思想也有些松懈。站在男子
身后的一名消防战士趁他不注意，猛
地一下将男子抱住、拉下，周围消防官
兵和民警立即上前将他控制。

目前，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 通讯员 许
屹）“好心疼，这戒指还能修复吗？”一
名女子拿着戒指说。就在几分钟前，
消防官兵剪断了该女子价值数万元的
戒指。

11月28日下午4时许，一位女士
来到消防富阳中队。她说，手上戴着
的戒指卡住了，摘不下来已有两三天
了，她从网上找了各种小窍门，还是取
不下来，眼看着手指越来越肿，就想着
来消防中队寻求帮助。

消防官兵取来绝缘剪和老虎钳等
工具，用硬纸片垫在女子的手指和戒
指之间，一人将戒指固定，另一人用绝

缘剪和老虎钳剪开一个小口，不到 5
分钟，将戒指取了下来。女子拿着戒
指说：“都怪我太胖啦。”随后，站起来
弯腰对消防官兵连声道谢。

本报讯（通讯员 寿碧琪 记者 徐
丽亚）11月29日，区艾滋病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富
阳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了以“我防
艾，我健康”为主题的防艾知识有奖竞
赛活动。

当天的校园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分为有奖知识抢答、防艾倡议、宣传横
幅签字、“你问我答”个人闯关赛等几
个环节，600余名学生参加。当天，主
办单位共发放防艾宣传折页 600 余
份、宣传礼品 3000 余份，现场提供咨
询服务70余人，有72人参与了免费艾
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其中60人为指尖

血快速检测，12人为静脉采血检测。
据悉，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 30 个

“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为“共担防艾责
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

富阳区“最美养老护理员”
评选结果揭晓

艾滋病防治宣传走进职教中心

戒指卡手指数天无法取下

和老婆吵架 想不开要跳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