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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枚文物印章丢失 13 年
竟是时任办公室主任监守自盗
六枚刻有“关东军”字样的石质印章及一枚
刻有“满洲海军”字样的木质印章是鉴证一段历
史的文物，它们原本保存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
所。但是从 2003 年年底开始神秘消失，直到 13
年后才浮出水面。
原来，这些印章竟是被时任管理所办公室
主任的李某据为己有，他甚至伙同他人联系日
本买家企图卖掉印章。最终李某因犯贪污罪被
终审判刑 6 年。

复制品用于展出
真印被“主任”拿回家
“关东军”印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关东军
是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我国东北的主要军事力
量，这些印章正是历史的证据。
1997 年 6 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并负责保
管了六枚刻有“关东军”字样的石质印章及一枚
刻有“满洲海军”
字样的木质印章，
其中六枚印章
的内容分别是——关东军总司令官之印、
关东军

总参谋长之印、关东军副官部印、关东军副官印、
关东军总司令部之印、
关东军参谋长之印。
2003 年年底，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对外展出
需要，经所务会研究决定，复刻了上述六枚印
章。展出结束后，李某将复刻的六枚印章交所
里长期展示使用，之后自己以研究印章真伪为
由私自将原物印章拿回家。
原来，李某当时任管理所办公室主任，印章
由他保管，他因此产生了贪占之心。此后管理
所及警方先后多次查找印章下落，也找了曾保
管该印章的“李主任”调查了解印章去向，但一
无所踪，印章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不见。

想把印章卖到国外
却被同伙赖走三枚
私藏印章，李某寝食难安，终日琢磨如何把
印章出手。2009 年左右，李某欲通过其社会朋
友杨某（另案处理）联系买家，想将自己藏匿的
印章出售，两人商定了 300 万元的出售价格及各

自分成比例。
为表诚意，李某把其中一枚刻有“满洲海
军”字样的木质印章赠送杨某。之后不久两人
一同来到沈阳古玩市场打听行情，但其实杨某
自己也没有途径销售这印章，所以他又将此事
委托给他的朋友陈某，想让陈某利用到日本探
亲的机会联系日本买家出售。
陈某虽表面答应，但实际并没有联系任何
买家，所以印章始终没有出售成功。
在此期间，杨某与李某因出售印章问题渐
渐产生矛盾，为防止李某背着自己单独出售印
章，杨某便以买家要看货为由，要他将印章交给
自己给买家看货，随即将李某拿来的三枚刻有
“关东军”字样的石制印章扣留，后来李某多次
索要也没要回来。

印章价值 157 万元
他因贪污罪获刑 6 年
印章石沉大海 13 年之久，直到 2017 年 1 月

沈河区组建 10 个教育集团 打造最优教育资源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婷
报道 今年 9 月 1 日，家住沈阳市沈河区新兴社
区的陈欣妍成为文艺二校教育集团一年十九班
的一名学生。就在去年，他原属的片区学校文
艺一校并入文艺二校教育集团，家长吕涛难以
抑制内心的欣喜，
“ 我们太幸运了，搭上了教育
均衡优质发展这班快车，集团化办学让我们工
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进入名校学习。”
作为沈阳市唯一通过区县，沈河区荣获首
批“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荣

誉称号。就在不久前，在深圳南山区举办的“集
团化办学全国研讨会”上，沈河区就区域性集团
化办学成果作了经验交流。
2012 年 9 月，沈河区以全省第一名成绩率先
通过辽宁省基础教育强区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评估验收，之后，沈河区教育开始在优质均衡上
全面发力，一举组建 10 个教育集团。近两年，在
教科院专家指导下，
沈河区开始着力构建集团化
办学
“扩优”
和
“创优”
的双重机制，
在缩小校际和
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做强集团长学校品牌，打造

一批新优质学校。2017 年，
沈河区又重点实施了
文艺二校与文艺一校、文化路小学与二经三校、
朝阳一校与东陵小学优化整合举措，
新增教育优
质资源惠及 8 个社区近 3.5 万户居民。
沈河区通过实施“内涵攻坚、专业引领、协
同创新”的战略举措，坚持从理念、机制和实践
上，为集团内的各校优质发展提供新思路、协调
新能源、聚合多元力量，支撑学校向上生长，给
每所学校铺就适合的发展之路，为集团优质生
态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6 日，抚顺市公安机关在一女子黄某家中搜查出
刻有“关东军总司令官之印”
“ 关东军总参谋长
之印”
“ 关东军副官部印”的石制印章三枚。原
来这黄姓女子是李某同居女友，印章是李某藏
在女友家的。
2017 年 1 月 7 日，公安机关又从杨某处追回
其持有的“关东军副官印”
“ 关东军总司令部之
印”
“ 关东军参谋长之印”的石制印章三枚以及
刻有“满洲海军特设机关印”的木质印章一枚。
经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鉴定并估价，上述
七枚印章中五枚为一级文物，两枚为二级文物，
总估价为 157 万元人民币。李某被公安机关传
唤归案。
法院认为，李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
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私自占有国家文物并欲出售获利，非法
占有公共财产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依法应予惩处。认定被告人李某犯贪污罪，判
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30 万元。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沈阳迷笛音乐节
躁动十一黄金周
本报讯 10 月 1 日-2 日，中国顶尖音乐
节品牌“迷笛”首次登陆东北，落地“东北大
学”。
“ 迷笛周末——沈阳摇滚之夜”民谣金
属乐队九宝、中国摇滚元老级乐队天堂等 12
家乐队一同前来。
“迷笛”每年都吸引众多国内外的知名
乐队参加演出，更有几十万狂热的乐迷从全
国各地蜂拥而来。

鄂尔多斯内衣、
荣恒羊绒厂家直供，
比款式，
比质量，
不满意就退货

首届“暖冬羊绒节”辽宁日报大厦开幕首日人气爆棚
全场低至1折，
羊绒衫590元封顶，
不容错过的抢购机会，
仅剩最后4天
全场任意购物不限金额+19 元即得价值 688 元羊绒披肩 1 条（每人限购一条）
上周五 9:00，沈阳首届“暖冬羊绒节”
正式开幕，
笔者早早抵达活动现场，
为本报
读者打探“前方情报”。笔者刚到活动现
场，就被当时的火爆场面所震撼。开展才
半个小时，就见现场挤满了前来抢购羊绒
产品的消费者，
他们的购物热情高涨，
每个
柜台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询价声此
起彼伏，不绝于耳。收银台处更是有序地
排起了长龙，且每个等待付款的消费者手
里都拿着一件甚至几件他们满意的“战利
品”。截至首日闭店，进店客流总量极大，
羊绒产品销量十分可观！

羊绒衫工厂直销，到场三重惊喜
一重礼：凭本报到现场任意购物（不限金
额）即送高档丝巾一条（前 100 名）;
二重礼：一次性购物满 500 元以上赠送价
值 698 元羊绒围巾一条；
三重礼：一次性购物满 1000 元以上赠送
原价 980 元指定羊绒衫一件。
凡到现场扫码转发微信好友的顾客即送高档丝巾一条。

部分热销产品
中老年羊绒裤
原价：
526 元/件直供价：

98 元

加厚护膝护腰羊绒裤
原价：
986 元/件直供价：

198 元

羊绒衫/羊绒开衫
原价：
1980 元/件直供价：

198 元

价格超便宜
消费者：
“一摸就知道是好东西，必须买呀！
”
笔 者 发 现 ，好 多 消 费 者 都 是“组 团 ”而
来 ，有 好 朋 友 结 伴 而 来 ，有 全 家 老 少 齐 出
动。活动现场一位常女士告诉笔者：
“ 我和
我好几个朋友组团一起来的，这羊绒衫卖的
血便宜，样子还好看，当然得早点来抢了！
不然都怕卖没了。”她还得意地向笔者展示
了因为电话预约报名，所获赠的精美羊绒手
套。
“ 这羊绒衫价格可是哪都找不到，而且你
看这羊绒内衣，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上等的好

东西。好多款式还挺时尚，明天让咱闺女也
来看看！”笔者在现场听到了这位女士和他
先生的对话。笔者看见，这位女士一口气买
了 3 套羊绒内衣、2 件羊绒衫，还买了一条男
士羊绒裤。
笔者在活动现场发现不少消费者此次
都是有备而来，购买四五件产品的并不是少
数，划算的价格和超高的品质成为他们最大
的购买动力。

优惠超给力
主办方：
“我们会拿出最大折扣，让利沈阳消费者！
”
沈阳首届“暖冬羊绒节”开幕首日火爆
的活动现场有力地证明了羊绒节上推出的
产品是真正的物超所值。内蒙古娜昕古拉
的羊绒产品是精心选取上等鄂尔多斯地区
的优质山羊绒，由此类优质羊绒制成的羊绒
衫保暖性和亲肤性都极好，让人在寒冷的冬
季穿着感觉既温暖又舒适，是市场上的羊毛
混纺单品所无法媲美的。
沈阳首届“暖冬羊绒节”，主办方拿出了
最大的诚意，据供货厂家内蒙古娜昕古拉羊
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 羊绒节上所
有的单品低至 1 折，2.5 折封顶，比商场的普
遍优惠 60%以上，原价 1980 元的羊绒衫售价
仅为 198 元，原价近千元的羊绒裤仅售 150

元！298 元、368 元、468 元的精品羊绒衫更
是不胜枚举。我们誓将拿出更大折扣让利
于消费者！”
活动详情请持续关注沈阳首届“暖冬羊
绒节”后续报道。

货比三家
不吃亏 比价格 比质量 比款式
护腰设计：
加厚高级白绒
毛腰部贴片防透风

护膝设计：
加厚高级白
绒毛膝部贴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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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9 月 13 日—17 日
（每日 9：00-17：00）
活动地址：
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辽宁日报大
厦一楼）沈阳市科学宫对面
咨询热线：13840432352
乘车路线：
169、173、188、109、126、152、282、
166、 139、 214、 130、
251、 291、 238、 333、
334
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
站 B 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