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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停车路段泊车奇怪地被贴罚单

车主扫码交罚款出现私人账户
罚单上漏洞百出，交警提醒千万别上当
本报讯（记者姚传龙 实习生李真 肖
陈元）前晚10点，王军（化 名）开车停在洪
山区保利华都附近的一条马路上。 按照规
定，这条路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上午7点
允许停车，可是昨天上午，王军的车窗上
却出现了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
允许停车路段为何被贴上《违法停车
告知单》？ 王军没有细想，拿出手机扫描告
知单上的二维码，准备进一步查看，可是
扫码后，支付宝界面上出现了一个个人账
户，这引起了王军的注意。
在这张《违法停车告知单》上，部分信
息手书填写，落款为“武汉市公安局市一
交通大队”。 为了核实清楚，王军向交管部
门查询，发现自己并未违停，这才知道遇
到了骗局。
昨天， 武汉晚报记者向122交通事故

报警台咨询，工作人员表示，首先武汉市
交管部门中并没有“市一交通大队”的编
制， 其次违法停车告知单由机器打印而
成，一般不会出现手写，最后，告知单上所
有信息应该详细填写，不会出现违停时间
不填写的情况。
交管部门表示，他们目前确实引入了
扫描二维码， 用支付宝交罚款的通道，不
排除有不法分子借此犯罪。 因此，收到这
种带二维码的《违法停车告知单》后，驾驶
员需仔细甄别， 手抄的罚单很可能是骗
局。 如果扫码后不是支付宝官方页面，切
记不要输入银行卡和密码，罚款更不可能
转至个人账户。 此外，驾驶员还可到武汉
市交管局官网查询。
右图：手写的违停通知单
读者王军供图

逃犯为检验改名效果故意犯罪坐牢
男子杀人抢劫逃亡16年终被擒
本报讯 （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丁其刚
丁珮）河南一男子伙同他人抢劫杀人后潜
逃，改名换姓逃亡16年后，昨被东西湖区
追逃专班民警抓获归案。
今年39岁的苏某家住河南省禹州市
磨街乡黄沟村。 2001年2月9日晚9时许，
时年23岁的苏某伙同禇某等5人窜至沌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阳籍司机张某驾驶一
辆富康出租车经过时， 苏某等人上前拦
车， 将张某骗至107国道东西湖区走马岭
路段，捆绑后持匕首连刺十余刀 致 死 ， 苏
某 等 人 驾 驶 抢 来 的 富 康 出 租 车 逃回河
南。
案发后，专班民警于2001年2月15日
在河南禹州将禇某等5人抓获归案， 而苏
某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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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命案的苏某得知同伙被抓后连
夜逃往新疆，1年半后又逃往河南通许县
城关镇，改名换姓为宋某伟。
2003年3月初，苏某为检验自己改名
换姓后的效果，窜至开封市鼓楼区持刀抢
劫出租车司机钱财， 被河南 杞 县 警 方 抓
获归案。 化名宋某伟的苏某因此被判
处有 期 徒刑 10年，苏 某 庆幸 自己改名换
姓成功，“安心”在狱中服刑，以此掩人耳
目。
2010年8月，苏某提前释放，凭借宋
某伟的身份证明， 他先后前往广东佛山、
贵州安顺等地打工。
苏某隐姓埋名一直潜逃在外，东西湖
区警方追逃专班民警始终锲而不舍追捕。
今年6月30日， 专班民警通过茫茫人海中

的人像对比搜索，发现一个名叫宋某伟的
男子因在河南抢劫出租车曾服过刑，其人
像对比与潜逃达16年之久的苏某相似度
达90%以上。 专班民警分析宋某伟极有可
能就是苏 某 ，遂赶 往 河 南 对 宋 某 伟 的行
踪进行追查。
昨天上午8时许， 专班民警连续十多
个昼夜奋战，在开封市尉氏县大营镇安心
门厂找到苏某的落脚之地，将苏某抓获归
案。
“16年前我在武汉犯下一宗命案，这
笔账一直没了结，今天总算了结了，我想
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落网后的苏某如实
向警方交代了16年前与同伙杀害出租车
司机张某并劫车的犯罪事实。
目前，苏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开发商交房半年多
业主始终无法办证
原来资料尚未交齐
已有人起诉至法院
本报讯（记者刘海锋）购房合
同明确约定， 开发商应在交房之
日 起 90 日 内 办 完 房 地 产 初 始 登
记，不料，半年过去了仍无法兑现
这一承诺。 对于这样的买房经历，
汉口塔子湖上海公馆小区业主王
先生颇为不满。
王先生提供的购房合同显
示， 上海公馆交房日期为2016年
12月30日，按照约定，开发商应在
交房之日起90日内办完房地产初
始登记。 王先生介绍，虽然房屋按
时交了， 但对方没有在规定期限
内办完房地产初始登记， 导致业
主无法办证。
按照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业主不退房， 开发商应该按已
付房款的1%向业主支付违约金。
几个月来， 该小区多名业主向开
发商询问此事，但迟迟没有结果。
目前， 已有业主向法院提起
诉讼。
上周五， 武汉晚报记者来到
该楼盘营销中心， 一名工作人员
说，“公司领导都不在”，记者询问
业主何时能办证，该男子说“8月
份”。
记者查询发现，5月18日，有
小区业主在“武汉城市留言板”询
问此事。 5月24日，市国土资源和
规划局回复称： 该项目正在进行
不动产权籍调查中 ， 由 于 开 发 商
至今尚有部分资料未提交，导
致权籍调查无法完成， 不动产
登记中心权调部门正在催其完
善资料，待权籍调查完成后，开
发 商 到 江 岸 区 政 务 中 心 不 动产
登记窗口申请首次登记， 然后购
房者可以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
记。
随后， 记者以业主身份致电
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权籍调查
科，询问相关事项，工作人员称，
已经给开发商下了催告函， 但开
发商至今依然没有提交资料，权
籍调查还没开始。

天姿口腔——
—“老年牙之家”

快速镶嵌全口老年固定牙 一周到位
青壮年的牙列缺失以种植牙为主，因
为缺失的牙数一般不多，而且骨质丰满适
宜种植，但种植牙周期长，一般需要半年
左右才能安上牙冠。如果青壮年的牙列缺
失采用做联合牙套的方法修复，需要把缺
牙区旁边的年轻恒牙磨细，造成为了镶一
颗牙而使两颗年轻的恒牙遭到破坏，变成
镶牙三颗， 使好牙受到了破坏确实可惜。
而50-60岁以后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程度
的骨质疏松、牙周组织萎缩，导致牙齿松
动和嵌食，常在短短几年就可出现全口的
多齿龋坏、脱落，造成牙列的多颗缺失，进
入了老年松牙期、烂牙期、崩牙期及牙敏
感期的阶段，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经济
的实际情况考虑，难以做到短期内缺一颗
就马上种一颗。 一般来讲，老年人缺七八
颗牙是常有的事，但是种七八颗牙是痛苦
的事。这种时期的治疗原则应该是将残留
的老年牙进行治疗修复和固定，也就是先
保住残留老年牙，同时镶牙或者以后再镶
牙的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修复老年牙的

天姿口腔门诊总部

主任医师张宝栋 简介：
原三甲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主任医师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疗专业
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专业
精通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及口腔修复矫正
擅长老年人固定牙的修复
擅长成年人牙齿美容和矫正
有四十余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口腔疑难疾病
有独到的见解和诊治方法

张主任耐心为患者诊疗
龋损松动采用联合牙套的方式更加合适，
一方面既能镶牙，又能控制龋损，还能使
松牙固定。这种修复方式在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就是“满口镶金牙”，用金箔牙套将残
留的老牙进行修复和固定，最大限度地恢
复自体残留老牙的功能。现在对老年人的
牙齿修复的原则没有变，只是用烤瓷牙或
全瓷牙的联合牙套代替了“黄金牙”，不仅
价格便宜，使用时间长，方便舒适，也没有

种植牙终生质保维护

爱牙咨询热线：
027-82855465汉口总店 82296639百步亭分店 84672819 汉阳分店

种植牙的手术痛苦，护理简单，外观形态
更为自然逼真，同样可以达到使牙齿不易
烂、不松、不塞牙、吃水果不倒牙的四大效
果，延长了自体老牙的使用寿命，提高了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提倡老年人使用活
动牙，虽然价格便宜，但是活动牙常不舒
适，适应期长，每天戴上取下不方便，且容
易丢失，更大的坏处是活动牙的卡环容易
在一两年左右， 将缺失牙旁边的老牙钩

烂、钩松、钩掉，只能再次或反复镶牙，造成
短期内一边镶牙一边掉牙的恶性循环中。
天姿口腔的特色诊疗项目是专业为
老年人烂牙、缺牙、松牙进行治疗修复和
固定， 能够一次性快速地镶嵌全口30颗
老年固定牙，在修复治疗的过程中，按照
干休所老年休干的牙齿治疗原则，一般不
拔牙，痛苦少，工艺流畅，镶牙周期短，一
周到位，中档材质的烤瓷牙修复后一般可
使用十年以上。在很多医疗单位都难以做
到快速镶嵌全口老年固定牙在一周内完
成。因为每个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牙
齿龋损、缺失和松动的程度不同，所以镶
嵌老年固定牙的关键除了精确的CT检查
诊断以外，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病情不
同而制定不同的诊疗方案。 对于牙齿不
好，多次镶牙效果不佳的老年人可以来天
姿口腔给予免费咨询、免费CT拍片精确
诊断、免费提出牙列修复的最佳设计及治
疗方案，以供老年患者及家人在今后的诊
治修复过程中参考。

■总店地址：大智路地铁站F出口解放大道左行100米财富大厦一楼（西马路公交站旁）
■百步亭分店地址：江岸区百步亭花园路兴业路路口百合苑102栋
■汉阳分店地址：汉阳龙阳大道郭茨口公交站知音天桥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