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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捣毁

一盗窃古墓团伙

4 名嫌疑人被抓

晨报讯（记者 韩文雪）12 月 28 日，市

公安局九州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捣毁了我

市一盗窃古墓团伙，4 名嫌疑人被抓获，警方

缴获扎杆、洛阳铲、铁钎等作案工具。

不久前，九州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侦查

员李鹏、郭鑫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有人在

淇滨区某村盗墓，他们立即向上级领导做了

汇报。

随后，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前往该村探

查，发现确实有古墓存在被盗痕迹。

于是，侦查人员连夜在被盗古墓附近蹲

守，希望能够发现盗墓贼的蛛丝马迹。

12 月 28 日晚，寒风刺骨，侦查员李鹏、

郭鑫等人依旧守候在此。 突然，几条黑影闪

到附近，并开始盗挖古墓。

李鹏、郭鑫等人兵分两路，迅速冲上前

去，4 名正在盗挖古墓的人看到形势不妙，放

下手中的工具撒腿就跑。 李鹏、郭鑫等人穷

追不舍，两面包抄，一举将 4 名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吴某等 4 名嫌疑人对其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 吴某等 4 名嫌疑人因涉嫌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线索提供：赵庆军 张宝奎）

晨报讯 （记者 韩文雪）12 月 28

日晚 9 时许， 淇滨区淮河路与华夏南

路北行道交叉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

辆奔驰轿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后，出

租车穿过人行道， 一头扎进附近的绿

化带后， 向前行驶了 10 多米才停下。

两辆车上的人员均不同程度受伤 ，所

幸并无生命危险。

28 日晚 9 时 30 分， 记者赶到事发

现场时， 两辆车上的人员已被 120 急救

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记者在现

场看到， 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车头朝西停

着，两个大灯之间的散热板脱落，挡风玻

璃上有几处裂纹， 驾驶室内的 2 个安全

气囊均呈打开状态。 而在距离奔驰轿车

10 多米远的绿化带中，停着一辆蓝色的

出租车， 车身两侧被旁边的 2 棵小树卡

住。 从附近人行道一直到绿化带内的地

上有明显的车轮摩擦痕迹。 出租车上的

挡风玻璃已经破碎， 车前部也有撞击的

痕迹。为抢救司机，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已

被消防人员撬开。

“奔驰车上的司机，出租车上的 2 名

乘客和司机先后被 120 急救车接走了。

发生车祸后，出租车因被撞击而变形，司

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无法动弹。 消防队员

赶到后撬开车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

将司机救出来送往医院。 ”现场的一名群

众对记者说。

记者没有找到这起车祸的目击者。

据一位围观市民推测， 应该是奔驰车从

北驶来向西转弯， 出租车从西面驶来向

北转弯，两车迎面相撞。“出租车司机可

能为了躲避奔驰车而向左打方向盘，一

下就穿过人行道扎进了绿化带中， 向前

滑行了 10 多米后，才被绿化带中的小树

卡住停了下来。 ”这位市民猜测说。

“这个路口由于车流量大，又没有红

绿灯，来往车辆经常抢道。尤其在上下班

高峰期，交通秩序特别混乱，这里已经发

生过多起车祸了，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采

取有效措施，改变这一现状。 ”在车祸现

场，不少围观群众表示。

12 月 30 日，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

目前，这起车祸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之所以

公开面试，就是想通过平等择优的方

式，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充实我们的

福彩销售队伍，从而促进鹤壁福彩市

场的可持续发展。 ”12 月 28 日，市福

彩中心募捐办主任宋红说。

当天上午， 市福彩中心募捐办

举行了公开征召中国福利彩票鹤壁

地区投注站报名者的面试， 来自全

市的 10 名热爱福利彩票事业的应

聘者参加了此次面试。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投注站的管

理工作， 不断其提高管理和服务水

平， 推进电脑福利彩票工作有序发

展，省福利彩票中心于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招一批

中国福利彩票投注站。

该消息一经发布，就有不少人前

来市募捐办咨询。

市募捐办对所有报名人员的资

料进行了审核， 最后审定 40 余人入

围笔试，经过层层选拔，剩下 10 名应

聘者参加了面试。

据了解，此次面试过后，市募捐

办将再进一步审核应聘者的资料，随

后公布入围名单，入围人员将接受统

一的培训、考核，合格者才能获得中

国福利彩票投注站申办资格。

晨报讯（记者 苗苗）某汽车销售

商把“北汽 ” 的标识换成“奔驰 ” ，

企图鱼目混珠 ， 不料弄巧成拙 。” 12

月 27 日， 某汽车销售商的这一做法

被工商管理人员依法查处。

近日， 鹤壁市工商局在对汽车销

售市场进行检查时发现， 一名经销北

京汽车 E150 的销售商擅自将该车车

头、 方向盘和 4 个轮胎上的“北汽 ”

标识改为“奔驰” 商标对外销售。 因

该款车与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的某款汽车外观极其相

像 ， 只是尺寸有差别 ， 如不事先讲

明， 很容易让人真假难辨， 误认为这

是奔驰系列汽车， 其实该车售价只有

5 万多元。

由于案值较大， 市工商局已将该

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在此，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购车

者， 不要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购买更换

标识的汽车， 或购车后私自更换标

识， 这种行为不但侵犯了汽车生产厂

商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而且在给汽车

上牌照时， 交管部门也不认可。

试新装

旧衣被偷

遇到这事

真窝心

晨报讯 （见习记者 王

涛）12 月 29 日晚上，市民刘女

士在山城区某商场买衣服时

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她在试穿

新衣时，放在试衣间外面的旧

衣服被扒手偷走了，她只得当

场买下新衣服穿上回家。

据刘女士介绍 ， 当天 18

时许，她和男友吃完晚饭便去

购物。 在红旗街某服装店内，

她看到一件羽绒服非常漂亮，

就想试穿一下。 她将身上穿的

大衣脱下后，随手放在了男友

身旁的一个小凳子上，可当她

穿着新羽绒服出来时却发现

自己的大衣不见了。

刘女士赶紧询问正在旁

边挑选衣服的男友，男友说自

己也没注意。

她又向正忙着给顾客介

绍衣服的售货员询问，同样没

有结果。“我当时只顾着试衣

服，也忘了告诉男友我把大衣

放在凳子上了。 ”刘女士后悔

地说。

这家服装店的售货员告

诉记者，以前也曾出现过这样

的情况， 顾客忙着挑选衣服，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选购新衣

服上，让小偷有机可乘。 而店

员忙着招呼客人，顾不上照看

顾客换下来的衣服。 而且，小

偷常把正在试衣服的女性作

为偷窃的目标，因为这类人群

比较容易下手。

值得庆幸的是，李女士在

进试衣间时，把装着钱包的手

袋带了进去，她才得以买下那

件新羽绒服穿上回家。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 / 文 王

磊 / 图）12 月 30 日，天鹏御景 4#、8#

楼在鹤壁迎宾馆内举行了隆重的开

盘仪式。 140 余套房源，吸引了 200 余

组业主到场选购。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开盘仪式

准时开始。 天鹏御景销售总监翟朝辉

说，他们于前段时间开始推广这两栋

楼 ，市场反响非常好 ，有强烈购房意

向的客户很多。“从今天客户到场的

情况可以看出，天鹏御景已经成为广

受好评的品质人居。 ”翟朝辉说，在天

鹏御景所具备的优势中，多项都是鹤

壁住宅地产界的首例，这些因素也成

为广大客户选择天鹏御景的原因。

“我朋友是天鹏御景一期的业

主，他的房子已经开始装修了。 我去

朋友的新家看过，房间布局不错。 ”有

意购房的李先生说，他也认可天鹏御

景的建筑品质，前段时间得知有两栋

楼正在认筹，马上参与其中。“希望今

天能选到中意的房子，日后入住这个

高品质的小区。 ”

在当天的开盘仪式上， 不仅有精

彩的文艺演出， 还有令人惊喜的抽奖

环节。选房成功的客户，不仅可以领取

精美礼品，还可参加抽奖，最高奖项是

“房屋每平方米价格优惠 150 元”。

此外，主办方还设置了 10 项别具

匠心的温暖大奖， 每项奖金 2000 元。

客户中奖后，鹤壁天鹏煌朝置业有限

公司将为每位中奖的客户拿出 2000

元， 以该客户的名义购置御寒物品，

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儿童。

截至 12 月 30 日下午 5 时， 客户

成功选房 103 套。

砰！ 出租车与奔驰车相撞

所幸车内人员均无生命危险

“北汽”乔装“奔驰”

“李鬼”变身“李逵”

市福彩中心举行

投注站公开招聘会

天鹏御景

4#、8# 楼

昨日开盘

当天销售 103 套

市供电公司

2013 年 1 月份停电公告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8 日 8

∶

00~12

∶

00� � 锦 #5 支 杨邑、汤河街、西窑头等

10 日 0

∶

00~3

∶

00� � 华 #15� � �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等

11 日 8

∶

00~12

∶

00� 南 #9 中段 鹤发煤矿、胡丰煤矿、桐家

庄煤矿、飞达电子有限公司等

12 日 0

∶

00~6

∶

00� � 滨 #13 支 兴鹤大街、淇滨花园、一品

香江、原新闻出版局楼、法院等

15 日 14:00~20:00� � 海 #29 支 市人民医院（南院区）、

金源小区、国营浚县农场等

天鹏御景开盘现场的文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