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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签约后 卖家却拒收房款
房价涨了想毁约 一招化解纠纷

房屋买卖要签合同，一般来说，签
完合同后，卖家都希望对方能尽快付
钱。然而，近日市民蒋先生却遇到了一
件怪事：签完合同，他要将购房款给卖
家，对方却拒收，这是咋回事呢？

经过一番商讨，双方确定了交易价格， 双方谈不拢，孙某便想以拒收房款
总价240万元，折合每平方米1.1万元。 的方式，造成蒋先生违约，从而达到解
蒋先生很快就与房主孙某签订了合同， 除合同的目的。眼看着付款期限要到
并支付了定金110万元。
了，蒋先生很是着急。
然而，当蒋先生想在合同期限内，
提存公证 化解纠纷
将尾款付给对方并办理手续时，孙某却
房主反悔 拒收房款 拒收了。原来，
在临近付款期限的前两天，蒋先
签完合同不久，这边的房
此前，蒋先生看中了市区某小区的 价有所上涨，孙某便想向蒋先生多要一 生找到了邗江公证处求助。了解情况
一套住宅，并通过中间人约到了房主。 些钱。
后，工作人员指导蒋先生申请将剩余

昨晚 ， 在四
望亭路与淮海
路交叉路口西
侧的非机动车
道上 ，一店家装
潢 ， 将玻璃碎
渣 、杂物等随意
倒在路边 ，也不
设警示牌 ，安全
隐患大 。

水泥块坠落
砸中宝马车

本报讯 （ 通讯员 师进 其定 记者
孟俭 ）昨日晚上8时许，狂风骤起，高邮公

安局蝶园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一家
店铺四五米高处的屋檐老化，水泥块坠
落，砸中一辆正在停放的宝马车，所幸未
造成人员受伤。
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
现场。经了解，宝马的车顶与前窗受损。
而就在之前，有3位老人在出事地点聊
天，为了让宝马车停靠而移到别处，躲过
一劫。事发后，当地警方及时联系了社
区、房管局等部门进行处理。

玻璃高空坠落
砸坏5车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本栏目摄影
仲桂林 王正霖
王举保 惠宇

女子倒地不起
“政税银大数据平台”上线
交警为她撑伞
39家银行入驻 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
）昨日上午，
一市
民来电称，文昌中路一广场高空坠下玻
璃，砸中5辆车。
据附近居民刘先生称，也不知道玻
璃是什么时候坠落的，等车主看到汽车
前挡风玻璃受损和遍地的碎玻璃时，才
发现是高空坠落的玻璃所致。
随后，记者了解到，有的车前挡风玻
璃被砸出一个窟窿，有的则是车身被砸
出凹坑，多是车身和玻璃受损。
发现车受损后，有车主报警，警方闻
讯赶来，联系上大楼管理人员，初步怀疑
是铁框锈蚀玻璃热涨脱落。目前，玻璃坠
落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请报

料人下周四五来领信息费20元 ）

本报讯 （通讯员 扬金融 记者 金鑫 ）昨天，记者从我
市信贷“大篷车”广陵区、邗江区、开发区银企专场对接会
上获悉，由市财政局、银监局牵头建设的“政税银大数据
平台”日前上线。目前已吸引全市2415家企业、39家银行
入驻，未来将为全市中小微、“三农”企业搭建投融资的中
介桥梁，助力缓解企业融资难。
据悉，本次信贷“大篷车”银企对接活动在全市共分
为5站，即日起“大篷车”还将开进仪征、宝应、江都、高邮，
深入当地了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该平台相关负责人庄俊彦介绍，“ 政税银大数据平
台”拥有扬州财政各基金支持，汇集了20家供数单位的
数据、征信报告，并且金融产品众多，上线贷款流程便捷，
放款迅速。
据了解，扬州中小微企业用户只需在首页选择注册，
下载并上传征信授权书，填写注册信息，提交后交由平台
初审和复审，便可在该平台发布融资需求，共享银企资
源。庄俊彦说，目前，该平台企业单笔授信额度在1000万
元以内。

《扬州晚报》健康部每周
5名 肛肠疑难病患者
征集
将由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吴金萍教授 女 免费亲诊
（

五月正是春末夏初之时 ， 气温湿热 ， 也
是肛肠病高发的季节 。 近期肛肠病患者明
显增多 ， 多数患者久拖不治 ， 致使病情加
重 。 为此 ，《 扬州晚报 》 健康部在 5 月 -7 月期
间联合南京市中医院知名肛肠专家于每周
六与您面对面 ， 帮您解忧 ， 如您有以下症状
均可报名参加 ：
● 环状混合痔 ● 高位复杂性肛周感染
● 复杂性肛瘘 ● 直肠粘膜滑脱
● 马蹄形脓肿 ● 直肠脱垂
● 直肠息肉
● 便血便痛排便困难
报名成功即可享受 ：
免专家挂号费 （2）免专家亲诊手术费
免韩国进口电子肛肠镜检查费
国家指定价168元 ）

（1 ）
（3 ）
（

的130万购房款，提存到公证处，通过 规定，受理了他的提存申请。
提存公证的方式，清除与孙某的债
随后，公证处向债权人孙某发出了
务。
领取130万购房款的通知，并告知了若
紧接着，邗江公证处审查了蒋先生 不领取，5年后将全数上缴国库的法律
向孙某要求履行付款义务，孙某拒绝领 后果。孙某在接到通知后，很快就来领
受的相关证据，并根据《合同法》第101 取了提存款，随后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
条至第104条（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 手续。一场可能会对簿公堂的纠纷得以
领取债务人的价款和物品的债务人可 及时化解。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
将价款和物品进行提存以消灭债务）的
通讯员 薛高耀 记者 刘宁

）

吴金萍 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
学副教授 ， 从事肛肠
专业近 20 年 ， 对肛肠
疑难性疾病 如 环 状
混合痔 、 高位复杂性
肛瘘 、 肛裂 、 直肠脱
垂等疾病造诣颇深 。
擅长运用传 统 中 医
方法和现代 西 医 结
合治疗环状混合痔 、
肛周脓肿 、肛周湿疹 、肛门狭窄等常见病及疑难
杂症 ，尤其对顽固性便秘 、肠功能失调等有突出
的疗效 。

特别提醒
：专家亲诊名额有限 ，《扬州晚报 》读者专享 ！
有需要的市民可拨打扬州晚报健康热线
：8788 6677

或编辑短信 “肛肠+姓名+联系方式 ”发至17318899708进行报名 。

本报讯 （ 通讯员 张智刚 记者 仲冬兰 ）昨天
上午9时多，扬州交警四大队红园岗民警薛松在
执勤时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大虹桥路猫屎咖啡门
前，有一名中年妇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薛松接
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拨打120并借来路边商铺的
遮阳伞，为受伤妇女遮挡阳光。
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该女子骑电动车经过此
处，突然摔倒在地。薛松联系救护车后，见外面天
气炎热，太阳火辣辣的，又向路边商铺借来遮阳
伞，为受伤女子遮挡阳光。该女子很快被救护车送
往医院，薛松又联系上伤者家属。

护栏被风吹倒
砸伤骑行人

本报讯 （记者 孟俭 ）昨日下午两点多，一
市民来电称，运河南路上一隔离护栏突然倒
下，砸中一骑车男子。
据路过的市民刘先生称，受伤的男子40
岁左右，当时正好骑车经过，没想到护栏突然
被风吹倒，人和车被砸倒在地。
该男子脸部、脖子等多处受伤，车也被砸
坏。事发后，该男子报警求助。记者昨了解到，
警方赶至现场后，联系上设置隔离护栏的施
工方，赔偿等事宜正在协商处理中。 （请报料
人下周四五来领信息费20元 ）

老夫妻骑电动三轮车
与油罐车相撞
双双进I
C
U
本报讯 记者 崔根元 昨天上午7时30
（

）

分左右，公道境内发生一起电动三轮车和油
罐车相撞事故，导致电动三轮车上一对80多
岁老夫妻受伤严重，都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记者了解到，事发时，这对老夫妻同骑一
辆电动三轮车，到时发地时，突然与一辆油罐
车撞在了一起。电动三轮车被撞翻，老夫妻俩
当场倒地受伤，老太腿部骨折，老大爷头部受
伤，处于昏迷状态。随后，有人拨打报警电话，
将两人送医治疗。截至发稿时，记者从收治的
医院了解到，这对老夫妻伤情很严重，都住进
了重症监护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有待警
方调查。（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取信息费20
元）

个子高看不顺眼 他打伤校友
检方用“催眠术”帮他治好心病

昨天上午，广陵区检察院召开“小手拉大手， 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专业心理咨询师杨露
大手护小手”法治校园行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 露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评，结果发现小强测试表
发布了前不久办结的一起附条件不起诉典型案 中的恐怖因子、强迫因子等异常，并伴随躯体和
心理症状，情绪非常不稳定。
例。
检察官于是和专业心理咨询师一起，帮助小
看校友个子高不顺眼 把人打伤 强进行心理矫治。他们采取了系统脱敏、
冲击疗
去年11月份的一天，广陵公安分局接到我 法等，此外还采用了“催眠”。
市某技校学生小明报警，称被同校的几个学生打
半年3次催眠 帮他治好心病
了。
经查，打人的两个学生叫小刚、小强，都是未
广陵检察院未检科余检察官也拥有心理咨
成年人。小刚在学校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听 询师专业证书，她告诉记者，催眠并不像影视剧
说一个叫小明的同校学生，当着别人的面提起过 中演得那么玄乎，人如果被催眠了就任由催眠师
他，于是辗转找到了小明。两人相约在一个奶茶 控制，催眠其实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店见面，小刚来的时候，还喊上了同学小强。
记者了解到，几个月以来，检方和专业心理
小明当时向小刚解释：“我并没有和别人说 咨询师共为小强进行了3次催眠，步骤往往是先
认识你，也没有打着你的招牌做过什么事……” 让他放松肢体，然后心理咨询师发布口令，播放
小刚觉得这应该是一场误会，就提出只要道个 催眠音乐，引导他进入某个意境的想象空间，其
歉，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哪知道这时，小强不干 间也会对他进行提问。通过催眠了解到，小强童
了，他说了一句：“我就是看比我个子高的不顺 年时，他的父母忙于做生意，常年不在他身边，他
眼！”接着就上来打小明，小明鼻子被打伤。后经 非常害怕孤单、怕黑，经常认为有个恐怖的幻影
司法鉴定，构成轻伤。该案后移送至广陵检察院。 一直围在他身边。通过结合其他心理治疗方法，
心理测试发现存在心理障碍 小强的心理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4月下旬，广陵检察院正式对小刚、小强做
广陵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对该案研究后认 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两人目前已经回归校园。
为，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也符合附条 前两天，小刚和小强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
件不起诉的条件，决定给他们附条件不起诉6个 了广陵检察院未检科，感激检察官对他们的帮
月的考验期。
扶。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
通讯员 余曦 杨阳 记者 葛学涛
检察官在对两人进行帮教过程中，邀请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