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HE DAILY 社会

A16

2014年6月23日 责编李艳 美编李哲 邮箱 dhbu7@126.com

河南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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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租赁灯光音响 13803710525
●监控、远程高清 53305878
●专业火锅桌 13273025963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钟点做饭保姆陪护67715997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长期开荒保洁洗墙60331406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舒心月嫂保姆护理63218221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鑫马家政60923128专业保洁

●金太阳育婴保姆 65968382

招 商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13633822652、13838338399
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8339246111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有项目资金求购合法工业

用地或合作开发 13673648300
●山东富士电梯招市县办事处

个人代理15515768637
●贺贝尔润滑油寻有实力伙伴

共创全国市场 13838269102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Pos机办理招商18603715350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登封一植物园近 200 亩地

合作开发 18503811117
●品牌婚介加盟 13253338548
寻生产商合作
免押金、送设备、预付定金,
货到付款。020-22626316、
22626306、13580535619 徐总

转 让

●急转花园路红专路口 300㎡
饭店低租金 18838126882
●盈利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政通路 1500平米饭店转让

无转让费电话 15903607328
●马寨工业园（镇政府附近）

整栋七千平招租 13393711122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转经营中网吧 15803854555
●转营业饭店 13783579807
●转惠济区正生产速冻厂设备

手续齐全 15936235880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100平发廊转让18339801668
●430㎡饭店转 15038213232
●转让龙门吊20吨2台、16吨
2 台、5 吨 4 台 13703719766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专业维修空调 13683836352
●50元空调清洗补氟56683861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精修空调 56775988
●移修空调充氟 13140076669
●50元充氟维修清洗55551684
●66666782 厂家充氟移修收

●空调移修66668554充氟清洗

空调加氟 56688836
医药招商

●供白蛋白及各类药品、器械

耗材，投资、合资开办医院和

门诊部。华源医药13903715905

电脑维修

●修电脑20元上门15286812118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网络建设推广托管86073728
●398 起建网站 15093249093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优质建站有活动 53395926

让饭店酒吧

●盈利饭店转让 13837100129
●二七路营业中酒店转让

尚先生 15838363616
●450㎡饭店低转15036182001
●转政通路190㎡15038014140

转让商铺门面

●转东大街门面 1363383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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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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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A16、20、21、24版

□记者 乔伟辉

本报讯 “航空港区一工地内进来了一批
大学生冒充的保安，以维持秩序的名义阻挠工
人施工！”6月20日下午，记者接到举报电话
后赶到航空港区。

事发地位于郑港三街与郑港九路交叉口东
北角的“港城793”项目，该项目是公共租赁房建
设项目，也是2013年河南省重点建设工程。

记者赶到现场时，警方已将几十名保安聚
集在一起，一张张稚气未消的脸上透出惊讶与
恐惧。警方为核实身份，将每名保安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和所在学校登记在册。据统计，几
十名保安来自华北水电、中州大学等省内8所
高校。

一名学生说，他们是由威盾保安公司招募
的，本来说的是到一家网吧维持治安，后来就
被拉到了这里。威盾公司现场负责人称，他们
受雇于另外一家公司。

“港城793”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冒
充保安的学生是6月19日上午进入工地的，
进来后即扰乱施工作业，驱赶作业工人、破坏
施工现场及设备。这些学生当晚吃住在未完
工的项目内，“万一出现坠落等伤亡事故，影响
将非常大，谁来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该负责
人说，整个事件他们有大量的录音、录像等证
据。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保安公司
应该派出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执行保安任务，
用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充当保安，显然不符合
规定。

该项目负责人怀疑学生的雇主是一家与
其有纠纷的公司，他说：“航空港区建设是省、
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关系到全省经济发展
命脉的重要举措，企业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但在解决矛盾的同时，不能影响
工程进度，各方要顾大局，识大体。”

线索提供 刘先生

在李大爷的指引下，记者辗转找到当时
下水救人的苗岗村村民张国征。38岁的张
国征向记者讲述了当晚的经过。6月20日
晚，事发时，他恰巧路过，见两名年轻人在河
中挣扎。“一个趴在游泳圈上，另一个掉进了
水里。”情况危急，张国征边跑边脱衣服，并
让同行的朋友报警。跑到河边，他立即跳入
河中。张国征瞅准一名男子，从背后抱住其
腰部，往岸上游，但在努力了七八分钟之后，
怎么也带人游不出漩涡，“当时我心里一下
子害怕了，感觉我自己也要出不来了。”据张
国征说，他当时只好放弃救人，用尽最后的
力气爬上了岸。

与此同时，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跑着
赶到了现场，拿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前

来救人。老人站在橡胶坝上，伸出竹竿，
想将落水的年轻人拉上岸。

“第一次时，那个年轻人没够到，老人
又使劲往前一送，自己却突然滑了下去，
也掉进漩涡了。”张国征说，橡胶坝经过水
流冲刷，表面湿滑，人站在上面很容易滑
倒，“不知道是老人不小心滑下去的，还是
被拉下去的。”

见老人掉入水中，张国征又想下水救
人，被同伴制止。

“看着他们没了，我真的很遗憾。”提
起当时的情景，张国征说，眼见几条生命
就在眼前消逝，自己却无能为力，心里十
分难受。随后，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先
将趴在游泳圈上的一名年轻人救起。

三小伙卷入漩涡，老汉施救中落水
□实习生 席小超 记者 朱建豪 文图

阅读提示 | 6月20日晚，开封通许县滨河发生一起溺水事故，三名年轻小伙下河游泳时，陷入漩涡，一名
38岁农民跳入河中施救无果后上岸，附近一六旬老人也赶来救援，但在施救时滑落水中。最终，仅有一名年轻
人被救起，老人和另外两名年轻人不幸溺亡。

6月21日上午8点多，记
者赶到通许县东工业区，一条
名叫滨河的河岸上，聚集了许
多村民，民警在现场拉起警戒
线。记者看到，在河岸上停放
着一具已打捞上来的尸体,而
十几名特警和消防战士还在
河道内的橡胶坝下方拉网搜
索。

“三个年轻人来游泳，两
个没上来。”围观人群中，家住
附近的李大爷告诉记者，6
月20日晚6点多，三名二十
多岁的年轻人带着一个汽车
内胎做成的游泳圈，来到橡胶
坝处游泳，结果陷入橡胶坝下
面的漩涡内，跟着水流来回打
转，情况非常危险，一名男子
和附近一位老人施救均未成
功，老人还掉进水中，尸体刚
刚打捞上来，现在还有两个年
轻人没有捞上来。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已
经连夜在下游开闸放水，降低
了水位，给打捞工作降低难
度。直至6月21日上午9点，
一名年轻人尸体被打捞上来，
一小时后，另一名年轻人尸体
被打捞上来。至此，三名溺亡
者遗体全部被打捞上来。

据知情人介绍，溺亡的两
名年轻人中，一名姓于，家住
在附近六营村，是退伍军人。
6月 20日晚，他与另外两名
战友来到滨河游泳，两名战友
均来自广东省，在通许县办了
一个生产渔网的工厂。而那
位老人，名叫王银海，60多
岁，平时在涡河故道橡胶坝管
理所负责看大门。

目前，关于这起事故，警方正在详细调
查。获救的广东籍男子正在通许县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据医生介绍，男子生
命体征平稳，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通许县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等警方调
查结果出来后，如果王银海老人和张国征确
有见义勇为的行为，将积极为他们申报。

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河段河面宽40米
左右，河中有一道蓝色橡胶坝。据附近居民
介绍，橡胶坝拦截水流后，上游成为蓄水区，
平时，蓄水区水深约有4米，水流在流经橡
胶坝后，在下方形成一个小水潭，水潭内是
一个巨大的漩涡，水深也在3米左右，一旦
掉入漩涡，很难从中挣脱。

【现场】
下河游泳不幸遇难

【讲述】看着救不了他们，真的很遗憾

【医院】获救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雇用学生充保安
闯工地阻挠施工
警方：几十名学子来自我省8家高校

滨河的河面宽40米左右，河中有一道蓝色橡胶坝。

事发通许县滨河，最终有一名男子获救，老人和另外两名男子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