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今年年初，两名犯罪

嫌疑人潜入淇县红旗路东段某电脑门市内，将 33

台电脑全部盗走， 涉案价值高达十万余元。 3 月

21 日，这两人在潜逃了两个月之后，在河北邯郸

被抓获。

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经营电脑的牛老板早

早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牛老板门市里 33台电脑

被洗劫一空。 牛老板急忙报警。

淇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案发现

场进行勘验侦查。 随后，刑警对案发时间段前后

近 20 个小时的县城各路口的监控录像进行了分

析，最终确定一辆悬挂郑州牌照豫 AG8×××的

白色捷达轿车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查，此车牌系

伪造，案件陷入僵局。

3 月 14 日， 民警通过全国高速公路系统查

询，发现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悬挂豫 AG8×××

的牌照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凌晨在河北省衡水

市武邑县出现过。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迅速赶到河北省武邑

县。3月 16日，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经过三

天的侦查和蹲守，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宁某、刘某

抓获。 目前，宁某、刘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线索提供：魏振军 牛合保）

3 3 台电脑一夜被盗 嫌犯俩月后被抓

3 月 2 0 日， 行人从一个严

重倾斜的灯杆下经过。这个倾斜

的灯杆位于大白线刘庄超限站

西大约 5 0 0 米处。据附近居民介

绍，路灯如此倾斜已经有三四天

了，可能是被过往车辆不慎撞歪

的。 记者看到，这个路灯向路面

倾斜，严重威胁着过往行人车辆

的安全。 王永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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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0 日，在淇滨中学，十几名“知心小使者”将写满烦心事的纸团丢进纸篓里，此举代表他

们将烦恼丢掉。 这些孩子都是该校心理咨询室“知心屋”在各班招募的 7 2 名“知心小使者”中的一

部分。 在心理老师的指导下，小使者很快成为班内同学的贴心人，帮助同学、好友解开心理困惑。

据悉，这种心理互助形式在我市校园中尚属首例。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线索提供：雷虹彩）

晨报讯（见习记者 贾正威）3月 16 日，家住

新区辉龙小区的王女士花了两千元在小区门口

买了一台樱花牌抽油烟机，不料这台樱花牌抽油

烟机却不是人们普遍了解的樱花电器。

3月 16日，王女士在辉龙小区门口遇到了两

个推销抽油烟机的年轻男子，“他们自称是一家

电器行的，因为转行，平常卖 5000 元的樱花抽油

烟机只要 2000 元。 ”王女士对此十分心动，在对

方留下票据和手机号码后， 便拿出 2000 元购买

了一台樱花牌抽油烟机和配套的燃气灶。

当天下午，王女士和这两名男子联系安装事

宜，却发现对方的手机已经停机了。 随后，她上网

一查，发现自己买的樱花电器并不是人们普遍认

为的原产于台湾的樱花电器。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我市樱花牌电器经销商

赵女士，她说，“我们销售的樱花牌电器国内产地

在江苏，商标是由五片樱花花瓣组成的。 ”而王女

士所购买的樱花牌抽油烟机，外包装上标注的产

地是广东中山，商标是由四片花瓣组成。

为此，记者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家电尽可

能到正规商店，并认清家电产地、商标等信息，保

留发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

把烦恼抛开

晨报讯（记者 赵玮）“春天来了，衣服也

该换了，我是永江名店的常客，来看看有没有

刚上市的春款。 ”3月 21日上午，正在华夏南

路三和金桥广场永江名店挑选 Mcs（万宝路）

休闲男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据介绍， 永江名店旗下共有七大国际服

装品牌，3 月 23 日 ~3 月 25 日， 将共同推出

包括商务正装、商务休闲装、户外休闲装、精

品皮鞋、内衣、皮具、配饰等七大系列数百款

春夏新品。 这七大国际服装品牌分别为：

SATCHI（沙驰，意大利著名品牌，欧洲皇室专

享）、Lukadilong（路卡迪龙，纯手工制作，欧洲

知名品牌）、Mcs（万宝路，欧洲最大规模的个

性时装店，设计制造均在意大利）、Byford（百

富， 入驻集中全球顶尖奢侈品牌的英国伦敦

新邦德街）、SKAP（圣伽步，涵盖男女皮鞋、皮

具、 商务、 艺术精品的高端品牌）、Hush�

puppies (暇步士， 美国休闲文化的象征）、

BOSSsunwen（创立于英国，国际服装、配饰品

牌公司）。

“目前，在国内服装市场上，女装的销量

大于男装。不过，随着男士们越来越懂得享受

生活，追求美与时尚，加之经济快速发展、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持续上升的可支配收入

及中国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变， 男装的销售情

况会越来越好。”永江名店的冯经理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期间，永江名店还

有 Ipad2、Iphone4s 等精美礼品回馈新老客

户，同时启动 VIP顾客整年穿衣预存活动。

两千元买“樱花” 此“樱花”非彼“樱花”

永江名店 “鼓舞 2012”

七大国际服装品牌春夏新品推介会

2 3 日~ 2 5 日举行

3 月 21 日上午 9 时，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在鹤壁职业技术

学院内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共有

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3 个

师、数十家用人单位，招聘专业

涉及农业类、医学类、工业类、管

理类、文教类等 145 个，提供岗

位 3872 个。 最终，有 50 多人与

用工单位签订了工作合同，有

100 多人有就业意向，招聘单位

共接收简历 500多份。

在现场，13 个师分布在不

同的教室，学院的学生拿着个人

简历到各个招聘教室查看职位

情况并自荐，整个招聘会场熙熙

攘攘。

在农四师招聘室中，许多学

生都拿着简历排队向招聘人员

咨询。 郭磊是一名大三学生，现

在在郑州某医院实习，得知招聘

会的信息后，他赶回了学校。

在农四师招聘计划中，预招

两名医学影像专业人才。通过招

聘人员介绍，如果郭磊能够顺利

通过实习期，便可与单位签订用

工合同，每月工资 2000 左右，另

交五险一金。 待遇不算特别优

厚，但郭磊很心动，“去新疆支援

西部建设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看来我如愿以偿了。 ”郭磊说。

在农五师招聘室里，招聘人

员丁智勇向记者介绍，他们师提

供了 256个岗位，除卫生类岗位

要求求职者为本科学历外，其余

的大专学历即可。“学历只是一

方面，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最重要

的。 在新疆，人才的成长环境很

宽松，只要踏实、努力，都能干出

一片天地来！ ”丁智勇说。

刘静是护理专业的应届毕

业生， 她对部分岗位心动不已，

但考虑到工作地点在新疆，她便

犹豫了：“新疆太远了，回趟家很

不方便。 ”刘静说。

对此，农六师的招聘人员告

诉记者：“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

回家不是难事。回家探亲的路费

单位也给报销。 ”

“以前鹤壁、濮阳等地的高

校都往新疆输送过毕业生，如

今， 这些人在新疆的各个单位

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为新疆的

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

对河南的人才十分看好。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人才中心的阎主

任告诉记者。

支援西部建设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鹤壁招聘会 50

余人签约

□晨报记者 李丹丹

如此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