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贝特学校门口的宣传栏中， 还专门展

示了“新购置的正规校车”。 受害者的家属说，

事发后，海贝特学校的负责人始终未露面，只

是派个中间人来协商赔偿问题， 接送的老师

和面包车司机目前也不知去向。

18日晚 8 时许， 记者电话联系上汝州市

公安局，被告知，警方已初步确定此事为安全

责任事故而非交通肇事， 该局将尽快将事故

责任人抓捕到案， 对事故责任人及违规肇事

车辆坚决依法处理。

黄金专柜开在商场内

商场大门未损坏

近 5 公斤金饰被盗

价值 2 0 0 多万元

18日有读者来电反映，郑州市农业路与中州大

道口易初莲花超市一楼黄金专柜被盗，价值 200 多

万元的黄金饰品被偷走。 记者立即赶往现场。

价值 200 多万元的金饰被盗

“今天一大早，我们的店员来上班时，发现存放

大量黄金饰品的保险柜有点不对劲，门好像被人撬

过，但没想到损失这样惨重！ ”该商场一楼东南角的

老凤祥黄金专柜门店，值班经理李女士说，该黄金

专柜已在此开了六七年，按商场的规定，晚上 10 时

离开、早上 8时入场。

17日夜里 10时，像往常一样，李女士和另外一

名同事把戒指、手镯、耳环、吊坠、手链、金条等黄金

饰品包好后，放进柜台一侧的保险柜里。 18日一大

早，她接到同事电话，说放在保险柜的黄金失窃了。

另一名店员郝女士说，保险柜里，除了个别小

件饰品，其他饰品全被偷走了，“惨不忍睹，按照当

前的市价，少说也值 211万元！ ”

简易玻璃门被撬开

该专柜店员说，他们也感到非常纳闷，黄金饰

品被盗后，商场大门并未损坏，而且商场至少设置

了两道安检，清场也很仔细。 窃贼是如何在大门关

闭、保安人员来回巡逻的情况下，做下这起案件的？

查看监控视频后才发现其中的玄机：17日夜里

11时 20分，一个穿黑色棉袄、白色运动鞋，戴口罩，

体态略胖的中年男子，躲过了保安的清场后，从地

下一层鬼鬼祟祟地钻了出来， 直接进入黄金专柜。

过了一小会儿，该男子带着东西一溜烟进入黄金专

柜斜对面的一家小饰品店，很快不见踪影。

小饰品店和一家银行自助网点之间，一扇简易

玻璃门出了问题。 从现场遗留的痕迹看，这名窃贼

打开了简易门的门锁得以脱身。“希望超市和银行

能协商一下，尽快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郝女士说。

这扇简易玻璃门横在中间，将超市和银行自助

网点隔开了，门已落锁，残破的地方粘了一些透明

胶布。

警方提醒，年末绷紧防盗这根弦

接到被盗珠宝店工作人员报警后，警方迅速赶

到现场，对被盗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并让珠宝店

方对被盗物品数量进行清点。 经清点，被盗走的金

饰品为 4786.56 克， 按照当天的黄金价格， 价值

211.56万元。

警方提醒，新年临近，商场、超市、门店等重点

部门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切不可掉以轻心；市民

也要多加提防，注意看管好自己的物品，贵重物品

一定要存放妥当。 （综合《郑州晚报》、《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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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幼儿园办园标准

5 0 0 0 人以上小区要配建 1 所幼儿园

据河南商报消息 18 日，省政府发布《河南省幼儿园办

园基本标准（试行）》。其中规定，新建 5000人口以上小区要配

套建设 1 所幼儿园， 严禁将幼儿园生活用房设在地下室，新

建幼儿园不得使用双层床……

再建幼儿园，要先看看周围环境是否符合标准。 新标准

规定，幼儿园不应与集贸市场、娱乐场所、医院传染病房、殡

仪馆、通讯发射塔（台）等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危及儿

童安全的场所毗邻。

原则上， 新建 5000 人口以上小区应配套建设 1 所幼儿

园。 规划设计上，严禁将幼儿园生活用房设在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

幼儿园建设用地包括园舍建筑用地、 室外共用游戏场地

和集中绿化用地。其中，室外共用游戏场地宜集中设置，应包括

活动器械场地、玩沙玩水区等，人均面积不应低于 2平方米。

此外，新建幼儿园不得使用双层床，现有幼儿园逐步取

消双层床。 要配备供儿童午休的单层床，每生 1床。

郑州 11 月份商品住宅

每平方米均价 6 8 7 6 元

比 1 0 月份涨了 1 8 0 元

据东方今报消息 经过了收成不错的“金九银

十”，11月郑州商品住宅销量继续攀升，每平方米房

价也上涨了 180元。

18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了

11月份郑房指数，市区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268.51

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153.91%。 其中，商品住宅批准

预售面积 111.2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64.27%。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郑州商品住宅销售8599

套， 比 10 月份多卖了 601 套； 商品住宅销售均价

6876元 /平方米，每平方米比 10月份涨了 180元。

最近一周，网传“北京部分房源一夜提价 70 万

元，出现年底恐慌性购房”的消息，让不少郑州购房

者担心房价在年底会反弹。

对此，郑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郑州楼

市目前运行平稳，土地市场也比较平稳，年底前不

会出现房价暴涨的情况。

第五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中原春节灯会活动公告

为传承中原民俗，弘扬春节文化，为全市人民营造一

个喜庆、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市委、市政府决定举办第

五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中原春节灯会。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时间

2013 年 2 月 21 日 ~2 月 25 日 19∶00~22∶00（农历

正月十二至十六）

二、地点

鹤壁市艺术中心至会展中心沿线西边非机动车道

三、活动主题

赏中原民俗、逛千年庙会、享春节盛宴。

四、主办单位

主办：鹤壁市人民政府

承办：鹤壁市总工会、淇滨区人民政府

五、举办方式

灯会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本着

“突出传统文化、彰显时代风采、运用现代科技、体现欢乐

祥和”的原则，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集中宣传十八大精

神，展示中原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反映鹤壁沧桑巨变，讴歌

鹤壁辉煌业绩，展望鹤壁美好未来，活跃群众节日文化生

活。展区彩灯采用声、光、电、形、色、动现代高科技手段，全

方位满足公众的感官需求，将成为淇滨区春节期间最具吸

引力的文化活动，并成为豫北地区最具魅力的元宵传统灯

会。 中原春节灯会组委会将现场评奖，报社、电台、电视台

等相关媒体将进行连续跟踪报道，为各参展单位展示自身

实力、提升品牌形象、回馈社会提供黄金平台和难得的机

会，并将使其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诚邀全市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营、私

营、合资、外商投资企业等踊跃报名参加，有意参展者请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前与鹤壁市总工会、 淇滨区人民政府

联系。

市总工会联系人：毕江涛 18272520431

� � 淇滨区联系人：侯海峰 15903927088

中原春节灯会组委会 2012年 12月 18日

校门口的宣传栏中专门展示了“新购置的正规校车”，其实该校

根本就没有正规的校车。

8 岁男童被“校车”甩出遭碾轧身亡

事发汝州一私立学校，出事后司机不知去向，学校负责人始终未露面

据大河报消息 12 月 16 日上午，在汝州市杨楼镇，一名年仅 8 岁的孩童被接送他的“校车”甩出

车门后又被碾轧头部，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经证实，这辆“校车”系学校从社会上租用的面包车，未取

得校车资格，司机也不具有校车驾驶资格。

【惨剧】

小学生命丧“校车”轮下

18日上午，36岁的农民金帅强忍住悲痛，介绍了事发经过。

12月 16日上午 8时许，他的儿子、女儿还有侄子郭俊阳从家门

口坐上学校接送车，前往他们就读的海贝特学校。“不到 20分钟，我

接到学校的电话，说俊阳从车上跳下来摔住了，住在杨楼卫生院，让

我们赶紧过去”。

金帅强立即赶到卫生院，当时就被告知，说孩子在抢救室快不

行了。“头部撞得很严重，一只耳朵都快没有了，头上还陷进去一个

坑，脸上全是擦伤”。 当时慌着转院，等到下午想起报警时，司机找不

到了，接送孩子的老师也找不到了。

金帅强说，接送孩子的并不是符合规定的校车，而是一辆白色

的面包车。“后来，我详细问儿子和女儿，他们说，车正走着，车门开

了，俊阳掉下去了，又被车碾住了”。 事发时车上一共坐了 7个人，其

中有另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 平时，这两所学校都是合在一起接送

孩子，车辆也不固定，都是从外面租的车。

在海贝特学校，俊阳的父母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得要昏过去。 为

了儿子成才，他们还专门把儿子送到城里来上学，今年上到小学二

年级。 两人将痛失爱子的原因归咎于违规校车：“如果是正规的校

车，或者接送老师再负责一些，都不会出这事。 ”

【说法】

事发前，学校曾想购置校车

18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位于汝州市

区东环路与南环路交叉口附近的海贝特学

校。 这是一所条件简陋的私立寄宿制小学，事

发后学校已经停课。

海贝特学校为何没有按照要求， 使用正

规校车？ 据汝州市教育体育局职教科工作人

员介绍，海贝特学校成立于 2009 年，是经教

育体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私立小学。 去年，魏

某从原负责人手中接手学校， 现有学生 180

名、教师 18 人，一年下来收费不过 20 万元左

右， 受经济条件限制， 一直没有购买正规校

车。“前一段，他们也曾提出购置校车，但是因

为没有组织机构代码证， 加上听说需要专门

的司机，还要办一系列手续，就搁置下来了。 ”

针对家属对教育部门监管不力的质疑，

这名工作人员说，本月初，该局还专门下发通

知，要求各类学校一律使用符合条件的校车。

“全市有 10 多所民办中小学，400 多所民办幼

儿园，每一家都盯着也不太现实。 ”

【进展】

初步确定为责任事故

警方正在抓捕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