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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5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成修 马瑾) 左
肾肿瘤较大，紧靠肾脏血管边
缘，滋养血管错综复杂，年仅31岁
的王女士为左肾肿瘤所困，急坏
了家里人。为最大限度为其保
肾，毓璜顶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
科和他的团队利用成熟的腹腔
镜技巧完整切除肿瘤保留肾脏，
仅用了1小时就为其顺利完成了
手术。如今，患者恢复情况良好。

日前，王女士一家慕名来到
毓璜顶医院泌尿外科进行治疗。
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王女士左
肾肿瘤较大，位于肾脏下极，靠近
肾脏大血管，而且有多支滋养血
管供应，开放手术机会明显增加。
手术切除整个肾脏相对容易，但
要保留肾脏仅切除肿瘤，难度空
前。手术时稍有偏差就会损失大
血管，导致整个肾脏的丢失。

但对于年仅31岁的王女士而

言，如果肾脏丢失，将意味着她
将来随时面临肾功能不全及血
液透析的风险。经询问，王女士
和家人保肾愿望非常强烈。

鉴于患者一家人对医生的信
任，毓璜顶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王
科毅然决定接受这次巨大挑战。

保留肾脏切除肿瘤手术比
完整切除肾脏难度高很多，需要
先找到肾脏的动静脉，充分解剖
清楚肿瘤，然后暂时阻断肾的血
供使肾脏临时处于缺血的状态，
阻断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0分钟，
手术者要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完
成肿瘤的切除及肾脏的缝合，因
此对手术技巧和缝合技术要求
特别高。

王科和他的团队反复研究患
者的影像资料，术前应用血管三
维重建成像技术，运用熟练的腹
腔镜技巧成功为该患者实施手
术，既完整切除肿瘤保留肾脏，又

实现腹腔镜微创技术。手术时间
短短1小时，肾脏缺血时间25分
钟，就为其顺利完成了手术。

“这次切除肿瘤并保留肾脏
手术的难度非常大，开放手术都
很难，更不用说是在腹腔镜下来
完成。这对于国内顶尖的专家来
说也是不易之事。王科一小时之
内腹腔镜下完整切除肿瘤并保
住了肾脏，非常精彩。”毓璜顶医
院副院长高振利说。

王科告诉记者，该患者肾脏
肿瘤体积较大且紧靠肾脏大血
管，腹腔镜下保留肾脏切除肿瘤
手术对手术技巧和缝合技术要
求特别高，手术难度相当大。但
不管手术有多难，为了患者的利
益，医务人员都应当竭尽全力、
义无反顾。

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目
前，患者恢复良好，生命体征平
稳。

近日，烟台银行胜利路支
行迎来了一位客人——— 一无锡
某上市公司的高管，他将一面
鲜红的锦旗送到烟台银行胜利
路支行，并握着行长侯会新的
双手，连声致谢：“太感谢了！要
不是贵行的认真负责，我们就
把巨款汇到骗子的账户上了！”

今年7月份，烟台银行胜利
路支行集中出现了未经营销主
动开立对公结算户并开办对公
网银的情况，开立账户时，各项
手续、资料齐全，符合规定。针
对这一反常现象，烟台银行胜
利路支行对法人为外地的对公
结算账户进行梳理，筛选出部
分账户集中回访，在回访过程
中发现法人或财务负责人不接
听电话或非本人，在上门核实
时发现经营地址不详或与营业
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不符等情
况。支行立即列明可疑账户清

单上报总行，请示暂时对可疑
账户做止付处理，待核实法人
或负责人有效身份并提供真实
有效的证明资料再为其解除止
付。经总行研究后批准止付。其
中可疑账户：烟台某商贸有限
公司在做了账户止付处理后汇
入人民币30万元整，在胜利路
支行对此账户进行止付操作
后，诈骗分子还电话联系到银
行，咨询这笔30万元的款项为
何不能转出。烟台银行胜利路
支行负责人告诉诈骗分子，必
须让法人带着身份证明和开户
资料来网点办理核实业务，自
此诈骗分子再没来电，支行却
发现诈骗分子每天都会试一下
网银是否能转出款项。

8月10日，无锡市公安局崇
安分局两位警官来烟台银行胜
利路支行调查烟台某商贸公司
涉嫌诈骗一案，原来，在烟台银

行开户的这家烟台商贸公司完
全是由一群电信诈骗分子设立
的虚假公司，骗子利用非法手
段盗得QQ号，冒充公司财务经
理与出纳联络，以客户要求的
名义，先后两次通知出纳向重
要客户提供的账户汇款。由于
公司财务出纳人员缺乏对电信
诈骗的警惕防范，执行了汇款
操作，即使发生账户名称有误、
退款30万元后，仍然向烟台某
商贸公司账户汇款。因烟台银
行采取及时有效的止付处理，
没有将款项划走，为受害人挽
回了巨额损失。

烟台银行工作人员提醒
广大市民，近年来，随着网银
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电信诈骗案件呈现持续高
发态势，骗子手法也不断翻
新，从最初发来讯息声称“我
是你领导啊”“猜猜我是谁”

“你中奖啦”之类，到如今通过
Q Q 聊天、银行柜台、网银、
ATM等渠道诈骗转移赃款，侵
害客户利益。为防范个人信息
被非法盗用，进而导致财产损
失，烟台银行提醒市民切勿出

借个人身份证、出售银行卡、
冒名办理银行卡。作为烟台市
民最信得过的银行，烟台银行
将一如既往地防范客户和银
行经营风险，切实保障客户的
资金安全。

玩玩弹弹弓弓射射玻玻璃璃，，““手手欠欠男男””被被刑刑拘拘
时速70公里打碎几十块宣传栏玻璃，原因竟是太无聊

紧紧挨挨血血管管，，3311岁岁女女子子左左肾肾长长了了个个大大肿肿瘤瘤
毓璜顶医院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技术让患者肾脏“失”而复得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识识破破电电信信诈诈骗骗，，帮帮客客户户挽挽回回3300万万元元损损失失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李颖 于杰

近日，开发区、芝罘区公交
站点的数十块宣传栏钢化玻璃
被人用钢珠打碎，这些钢化玻
璃先是破个小洞，然后破碎一
地。因为小洞不易被发现，发现
时又为时已晚，就连高清摄像
头也无法看清作案现场的情
况，更看不出何人作案。最终民
警根据监控中宣传栏玻璃反光
的微小变化确定出作案时间，
从而锁定嫌疑车辆。

数十块玻璃破碎，监控

却看不到嫌疑人

自8月底开始，开发区黄河
路、206国道沿线、以及芝罘区
多处公交站点的玻璃宣传牌被
人故意毁坏。被破坏的宣传牌
刚开始只有一个小洞，像是被
弹珠击穿，由于宣传牌安装的
是钢化玻璃，玻璃不会立即破
碎，而是慢慢碎成小块，所以是

何人打碎的很难发现。
据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

起先还是一块、两块的毁坏，到
后期发展到一晚连续破坏十几
块。到9月18日，已有数十块玻
璃宣传牌被毁坏，损失达3万余
元。

接警后，开发区公安分局
巡警、福莱派出所等单位开展
了大量侦查工作，但因为夜间
视频监控条件所限，一直没能
查获犯罪嫌疑人。

“弹珠的飞行速度太快，
我们监控摄像机捕捉不到它
的影像，宣传牌被打碎后夜间
视频也看不出来。”办案民警
介绍说，当时他们把所有黄河
路监控探头全部压向站点方
向，并放大到最大；另外安排
专人对站点进行守候，并在黄
河路东首设卡盘查，但因嫌疑
人作案时间不定一直没有收
获。

民警通过对在现场发现的
钢珠进行分析，发现钢珠直径6
毫米左右，嫌疑人应该是持有

弹弓或者自制钢珠枪，并在开
车行驶过程中故意射击沿路宣
传牌。

时速70公里，驾驶员用

弹弓射碎玻璃

民警随后对黄河路沿线所
有“天眼”视频监控进行反复查
阅，发现在开发区黄河路与泰
山路交叉路口监控中，虽然不
能直接看到宣传牌是否被打
碎，但通过比对路口红绿灯映
射到玻璃宣传牌的影像，民警
发现了一个细小的变化。

“我们发现8月31日3时51
分以前的绿灯映射在玻璃上的
影像是连贯的一条线，但3时51
分以后，一块玻璃上的影像却
分散不清了，推断是玻璃碎了
导致的。”办案民警说。

发现这一情况后，办案民
警又调取附近有收音设备的监
控进行核实。但夜间风声相当
吵杂，办案民警从8月31日凌晨
2时开始侦听，一直是“呜呜呜”

的风声和偶尔经过的汽车声
响。到凌晨3时51分，突然两声
清晰的“啪啪”声音传来，近一
个周的工作就是为了等它。

声音和图像配合上了，此
时图像显示仅有一辆从西向东
疾驰而过的黄色面包车。接着，
办案民警又对这辆车经过的其
他站点时的监控进行了不间断
侦听，在多处监控下均听到了
啪啪的击打玻璃声音。

虽然这辆黄色面包车嫌疑
极高，但嫌疑人以70公里每小
时的时速行驶，路过站点时没
有丝毫停顿，能够连续对站点
进行射击吗？假如是自制钢珠
枪还有可能，但要是弹弓的话
开车不减速能完成发射吗？这
些谜底都需要等待嫌疑人到案
以后才能揭晓。

民警对嫌疑人所驾驶车牌
号进行查询，查到了嫌疑人郭
某。9月20日中午，办案民警将
犯罪嫌疑人郭某抓获，并当场
缴获作案用的弹弓一把，钢珠
近百枚。

凌晨作案，竟是为了排

解郁闷

到案后，郭某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郭某今年29
岁，蓬莱市人，在开发区一市场
从事水果生意。

据了解，长期以来，郭某的
家庭条件不好，生活也拮据异
常，全家都指望他一个人卖水
果养家。2011年，郭某的老婆小
产，之后就再没要上孩子，再加
上生意不景气，心情压抑的郭
某为了排解郁闷和怨气，将目
标盯上了路边公交站点公益广
告的玻璃宣传牌。

郭某玩弹弓有一定水平，可
以在时速70公里的速度下左右
开弓，而且车窗只摇下二三十厘
米即可。很多时候，郭某一边开
车，一边玩弹弓，他先射碎左侧
的宣传牌玻璃，紧接着朝右开
弓，射碎右侧十多米外的玻璃。

目前，郭某已经被刑事拘
留。

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定于2016年10月27日14:00对以下
标的依法按现状在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互联网电子
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山东省海阳市
海滨中路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海国用(2011)第4049号，
地号为：8 7-03-324-2，面积为
3 3 5 4 9 . 9 5平方米】，起拍价为
1708 . 1957万元，拍卖保证金为342

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

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
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1、竞买人应在2016年10月26

日16时30分前携保证金凭证(到账
为准)及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证，
单位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到青岛产权交
易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
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2、与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
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
先权人应及时办理竞买手续，逾
期未办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交纳保证金账户(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专用账
户):收款单位：青岛产权交易所；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532902874410666

四、特别说明：该标的拍卖成
交及过户所产生的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

五、联系方式：拍卖公司地
址：青岛市漳州二路19号2号楼601

电话：0532-80860232 李经理
网址：www.qdxintiandi.com

青岛产权交易所地址：青岛市崂
山区银川东路9号
电话：0 5 3 2 - 6 6 7 1 8 9 2 5，0 5 3 2 -
66718926

网址：www.qdcq.net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532-83099578

青岛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6日

司法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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