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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豪豪车车还还想想吃吃低低保保？？没没门门！！
省民政厅等18部门单位联合发文，严把受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关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 （记
者 宋立山 通讯员 王帅）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对象
认定的精准度，近日，省民政
厅、公安厅、财政厅等18个部门
和单位联合下发了《山东省关
于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加快推进我省社会救
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扎
紧救助认定的口子，申请救助
者名下有几套房、几辆车、多少
存款，都要摸得“门儿清”，以后
若有人想开豪车领低保，恐怕
难以蒙混过关了。

《意见》对核对内容作出详
细规定，包括家庭人口状况及
规定期限内家庭成员拥有的全
部可支配收入、财产以及支出
状况等。明确核对方式以实时
信息核对为主，定期信息核对
为过渡，传统调查为补充的核
对方式；规范了由申请人书面
申报授权管理审批机关调查核
实，管理审批机关委托核对机
构进行核对，由核对机构出具
核对报告，作为审批决定的重
要参考依据的核对流程。

民政厅和其他17个部门单
位将各司其职，相互协作，严把

核对关。民政部门负责牵头开
展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工作，提供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社会组织登记、婚姻登记、
殡葬、收养登记等信息；公安部
门负责提供户籍人口登记、变
迁、注销和机动车辆拥有情况
等信息，申请人名下有车，恐怕
捂不住了；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负责向省级民政部门提供银行
结算账户的开户行信息，并协
调山东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
银行开户和存款等信息，家里
的存款藏不住了。

此次建立的核对机制可

谓“织网”繁密，住房公积金缴
存多少？房管部门会“通气”；
虽然没有存款，是不是炒股挣
了不少钱？证监部门会核查；
甚至水库移民后领了扶补助，
家里购置了几台农机，水利部
门和农机部门都会配合核对。

《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
提升我省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医
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
临时救助等各项社会救助工作
科学化、精准化、信息化水平，
对于完善我省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促进社会救助结果公平公
正更加发挥重要作用。

先先天天性性脑脑瘫瘫姐姐妹妹志志愿愿捐捐献献遗遗体体
“咿呀”发音说服父母，父亲已代姐妹俩在捐献书上签字

姐妹俩都是

先天性脑瘫

家住青岛市黄岛区大场
镇刘家大庄的徐先斋夫妇在
1983年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的
出生，这就是徐大秀，没几天
夫妇俩就觉出来徐大秀跟正
常孩子不一样，后诊断为先天
性脑瘫。1987年小女儿徐研玲
出生，也被诊断为脑瘫。

徐先斋说，两个女儿都是
脑瘫，手脚胳膊全都畸形，大
女儿只能用畸形的脚丫夹或
者戳东西，小女儿也只能用畸
形的手指戳东西，并且没有正
常的语言表达能力，只会呜呜

呀呀地蹦几个字的谐音，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

看电视识字

用微博交友

徐先斋夫妇是普通农民，
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来源就
是5亩地。夫妇俩平常除了下
地干农活，就是照顾女儿。“两
个孩子常年呆在家里的土炕
上，偶尔用轮椅推出去晒晒太
阳。”两姐妹的母亲说，孩子虽
然身体有缺陷但是智力很正
常。“我们也没什么文化，字也
识不了几个，更教不了女儿，
但她们通过看电视学会了认
字，而且从小她们的算数就很

好，以前家里养蚕、卖蚕，她们
俩能很快口算出钱数。”

前几年，徐先斋为了帮助
女儿学习，给她们买了笔记本
电脑。大女儿徐大秀用畸形的
脚丫慢慢地学习戳键盘上每
一个键，小女儿徐研玲也用畸
形的手指学着戳键盘，两人慢
慢地学会了上网。

现在姐妹俩每人开通了一
个微博，叫“徐大秀微博”“徐研
玲微博”，上传了很多自己的图
像和信息。“她们通过微博结交
了很多朋友，前段时间还给我
开通了一个微博，生活虽然很
困难，但闲暇之余，姐妹俩也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两姐妹
的母亲露出了笑容。

“咿呀”发音

说服了父母

姐妹俩从网上或电视上看
了很多遗体捐献的事迹，萌生
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很久之前
就提出要捐献遗体，当时我接
受不了，真的。”两姐妹的母亲
说，“觉得两个孩子命运已经很
苦了，不太接受这个事。但是耐
不住她们俩天天说。她们只能
咿咿呀呀地发音，很艰难地跟
我表达捐遗体可以帮助更多
人，我慢慢也就接受了。”

1月27日，徐先斋代替两
姐妹在捐献志愿书上签字，两
姐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两“90后”消防员

跳入冷水中救人

跨省倒卖烟草

两男子获刑

本报菏泽1月28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王群） 菏泽一男子跨
省非法倒卖烟草，涉案价值140余万
元。近日，经菏泽中院审理，该男子因
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菏泽的王某听说倒卖中华烟很
赚钱，于是加入了几个烟酒QQ群。一
段时间后，王某选定了江苏的两个买
家。王某与对方约定，由自己在菏泽
收购中华烟，然后通过物流公司将烟
发给对方，由对方联系销售，对方收
到货后按照每条烟加价15元左右的
价格将烟款打到王某的银行账户上。

其间，王某还找来李某和他一
起合伙倒卖香烟，在两人合伙的两
个多月时间里，几乎每隔两到三天
就发一次货。由于没有申领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倒卖烟草又是违法
行为，为了掩人耳目，王某、李某每
次发货都在发货单上标注是绣品
等。2014年1月13日上午，正当李某
驾驶面包车带着收来的126条硬中
华烟和30条软中华烟准备往江苏发
货时，被烟草稽查人员当场查获。

法院查明，2013年8月至2014年1

月12日期间，王某、李某在未经烟草
专卖主管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单独
或者共同多次从菏泽市牡丹区、黄
罡镇、小留镇等地经营烟草的门市
收购香烟，后对外销售。其中王某单
独或共同非法经营卷烟价值人民币
1442718元，李某参与非法经营卷烟
价值人民币941888元。

近日，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
李某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在未
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情
况下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依
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
金五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三万元。

本报滨州1月28日讯（记者 孙
秀峰） 27日下午4时，无棣县星湖八
路与新大济路交会处，一辆轿车掉进
路边深水沟。接到报警后，无棣县公
安消防大队消防员火速赶到现场，在
得知车内还有人后，消防战士们冒着
零下六摄氏度的严寒下水救人。

27日下午4时9分，无棣县公安
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星湖
八路与新大济路交会处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轿车与一辆货车相撞
后掉进路边的深水沟里，情况紧急。
接到报警后，无棣县公安消防大队
先后派出12名消防员和两部抢险救
援车赶往事发现场。

“赶到事故现场用了五六分钟，
我们发现轿车已经被水淹没，沉到了
水底。”中队长齐燕飞说，“我们听到
围观群众说，轿车里面还有个人。”

听到这一信息，一名1992年出生
的年轻消防员迅速跳进了水中，紧
接着，“95后”消防员小杜穿上救生衣
后也跳入水中，两名消防员先用绳
索将车固定住，然后和岸边的消防
员合力将车拖出水底。齐燕飞告诉
记者，拖车的时候，岸边的很多过路
人也都加入到了救援的队伍里，大
约五分钟左右，轿车浮出了水面。

“轿车浮出水面后，我们看到驾
驶室里确实有个人，两名在水中的
消防战士快速将车门打开，将里面
的人架出来，消防战士接力将人抬
到岸边的120救护车上，而医生为他
检查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
征。”齐燕飞说，两名年轻消防战士
在水里冻得不轻。虽然当天气温很
低，只有零下六摄氏度，但消防战士
唯一想的就是尽快把人救出来。

入入室室盗盗窃窃竟竟叫叫开开锁锁公公司司帮帮忙忙
这贼煞费苦心，盗窃计划分A、B

本报潍坊1月28日讯（记
者 赵松刚） 22日，一大学
生刘某来到潍坊富华路某小
区，企图使用网上购买的开锁
工具打开一住户房门，失败多
次后竟然喊来开锁公司帮忙，
入户盗取笔记本、购物卡等物
品。目前刘某已被刑拘。

22日下午，22岁的刘某来
到潍坊高新区富华路一小区，
在一高层住户的门口，敲了几
下门，没有回应，就开始了他
入室盗窃的A计划。

刘某取出备好的开锁工
具，这是他数天前从网上购买

的。为了实施盗窃，刘某还专
门从网上学习了如何使用开
锁工具，并且用一些门锁进
行练习。刘某并非本地人，住
在民生街一家酒店内，他使
用买来的开锁工具试图打开
酒店的房门，但是多次以失
败告终。

虽然此前没有使用开锁
工具打开房门的先例，这次入
室盗窃，刘某依旧选择试着用
开锁工具打开住户门锁。但是
一次、两次、数次尝试后，都以
失败告终。刘某无可奈何，放
弃了自己开锁的念头，但他却

不甘心就此离去。
对于使用开锁工具打开

房门失败，刘某是有心理准备
的，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在他的
计划中。刘某决定实施入室盗
窃的B计划。

刘某拨通了一家开锁公
司的电话，喊来开锁公司的专
业人员。工作人员按照公安部
门的有关规定，要求刘某出具
房产证、租赁合同等相关证
件。刘某取出了早已经准备好
的一份租赁合同，合同中的地
址就是这家住户。刘某同时提
供了自己真实的身份证号，工

作人员不再怀疑，很快打开了
房门，收钱离去。就这样，刘某
进入了住户的家中。

刘某先在客厅里偷了一
台价值 5 0 0 0元的笔记本电
脑，随后进入西卧室偷了3张
1000元的购物卡和一套纪念
币。当他来到东卧室打开房
门时，惊讶地发现住户的女
主人正在睡觉，他慌忙带上
房门溜走。

女主人醒来发现家中被
盗后报警。23日下午，警方将
刘某抓获。目前刘某已被刑
拘。

1月27日，青岛市黄
岛区大场镇刘家大庄村
先天性脑瘫姐妹徐大秀、
徐研玲从黄岛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登
记捐献遗体(器官)的荣誉
证书，实现了她们共同的
心愿。

本报记者 殷萍

姐妹俩都开通了微
博，图为姐姐在上网。

本报记者 殷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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