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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一女子走失 民警助其回家

晨报讯（记者 渠稳 秦颖）“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 多亏了你们和好心人孟女士

的帮忙，我的妹妹才能及时回家。 ”12 月 24

日， 淇县高村镇村民徐某给淇县 110 指挥

中心打来电话， 感谢民警及好心人孟女士

帮助他走失的妹妹回家。

12 月 23 日 19 时左右， 淇县 110 指挥

中心接到浚县居民孟女士报警， 称她在淇

县至浚县的公交车上发现了一名中年女

子， 到了终点站也不肯下车。 “我是淇县

至浚县公交车上的售票员。 今天下午， 公

交车行至终点站时， 我发现有一名 30 岁

左右的女乘客在车上睡着了。” 孟女士说，

她上前唤醒该女子让其下车时， 发现该女

子有些神志不清。 随后，不忍心该女子流落

街头的孟女士将该女子带回了家。 到家

后， 孟女士耐心询问该女子的基本情况，

得知该女子是淇县高村人。 随后，孟女士拨

打 110 求助。

接警后， 接警员迅速与淇县公安局高

村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 获悉了高村镇高

村村干部的联系电话。 随后，接警员拨通了

该村干部的电话， 并询问村里是否有人走

失，该村干部回答：“有，走失两三天了，家

里人非常着急。 ”

23 日晚上，在淇县警方的帮助下，走失

女子安全回到了家。 （线索提供：赵庆军）

公交车上扒窃 男子被刑事拘留

晨报讯（记者 秦颖）王某在公交车上

扒窃，被乘客送至九州派出所。 民警审讯发

现，王某还涉嫌多起盗窃案。12 月 22 日，九

州派出所民警将王某刑事拘留。

12 月 21 日，市民王女士乘坐从浚县至

淇滨区的公交车时， 突然感觉随身携带的

包被人动了一下，她打开包查看，发现包里

的 5000 元现金不翼而飞。 随后，在热心乘

客的帮助下，王某被锁定为嫌疑人。 最终，

乘客们将王某送至九州派出所。

民警迅速对王某进行审讯， 并从其身

上搜出 5000 元现金。 在大量证据和事实面

前， 王某最终承认其经常在公交车上扒窃

乘客物品的事实。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民

警从其身上搜出的 5000 元现金已返还受

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线索提供：任黎光 张宝奎）

“联姻”各大连锁渠道

河南移动加速 3G产业链发展

近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移动”）与

迪信通、国美、苏宁等业内领先的连

锁商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推

动 TD 终端的规模化销售，快速提升

3G 手机等终端销售， 形成 TD 手机

社会化、规模化的销售模式，为广大

客户带来更丰富的 3G 终端产品、更

好的服务、更多的实惠。

据悉，中国移动 3G（TD-SCD-

MA）是我国自主创新、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3G 技术。 河南移动 3G 网

络覆盖了全省市区、 县城和重点乡

镇，网络质量全国领先 ，全省 3G 客

户总数已超过 600 万户。中国移动一

直致力于与社会上的终端企业、芯

片企业、渠道企业广泛合作，共同推

动 3G（TD-SCDMA）产业的发展 ，

努力形成整个 3G（TD-SCDMA）产

业链的系统性竞争优势。

据统计，今年，我省 TD 手机销

量已突破 300 万部， 计划明年全省

TD 终端销售量超过 600 万部，其中

80%以上是智能终端。 通过合作，使

明年社会渠道的终端销售占比达到

70%以上。

签约仪式后， 河南移动将携手

包括迪信通、 国美、 苏宁在内的 7

万家渠道合作伙伴， 通过河南移动

买手机送话费、 0 元购机等丰富多

彩的营销活动， 更便捷地为河南广

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丰富的机型选

择，同时，河南移动利用集中采购优

势 ，推行不绑定合约套餐“裸机 ”销

售政策，进一步拉低手机售价，让利

于民。

下一步， 中国移动还将与厂商

合作， 陆续推出各类新型 3G、4G 终

端产品， 提升在国内乃至世界市场

的份额。 同时，河南移动将进一步加

大售后保障服务力度， 让客户使用

产品无后顾之忧， 完善每个城市的

售后服务维修点建设，在每个县、市

分公司都设立接机点， 快速解决客

户手机售后和维修问题。

（柯其其）

16 岁少年遭绑架

绑匪勒索 5 万元

事发浚县，警方 7 小时抓获两名嫌犯

晨报讯 （见习记者 田白雪）24 日上

午， 长江派出所接到浚县小河镇村民房洲

（化名）报案，称其儿子小涛（化名）被人绑

架。 当日下午， 民警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成功解救出小涛。

24 日上午 8 时许， 房洲到长江派出所

报案称，23 日晚 10 时许， 他突然接到一个

勒索电话，命令他尽快汇款 5 万元赎儿子，

否则他儿子将有危险。

据房洲介绍，小涛今年 16 岁，是市机

电信息工程学校的一名学生。 刚接到勒索

电话时，房洲与妻子以为是恶作剧，因为 22

日小涛曾跟房洲妻子索要零花钱未果。 随

后，房洲与妻子多次与儿子联系，始终联系

不上。

24 日一早，房洲便去学校找小涛，但得

知小涛不在学校。 房洲这才意识到小涛可

能真的被绑架了。

接警后， 长江派出所立即向市公安局

汇报情况， 争取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等

部门的支持，同时成立专案侦查组。

24 日中午 12 时许， 专案组民警获得

一条重要线索： 犯罪嫌疑人在浚县出现。

民警迅速出击， 在一出租房内将受害人小

涛成功救出， 并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龚云

（化名）。

当日下午 3 时 30 分，民警根据龚云的

供述，在浚县新镇镇某 KTV 内将另一犯罪

嫌疑人筱峰（化名）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龚云和筱峰 20 岁

左右，均为无业人员。 23 日下午，龚云和筱

峰谋划绑架未成年人以勒索钱财。 当晚 7

时许， 二人在 219 省道浚县高庄村段发现

独行的小涛 ， 便强行将小涛拉到面包车

上， 带至一出租房内将其控制， 并打电话

给小涛的父母， 勒索 5 万元。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民警提

醒，临近年末，学生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

不要去偏僻路段，遇陌生人搭讪莫回应，不

要轻信陌生人所言， 更不要随意跟陌生人

走，以免上当受骗。

（线索提供：刘俊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