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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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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招租：0371-8708666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 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禹州市政府对面，繁华商业

地段 1-12 层 1.7 万平物业对

外招租（综合酒店、银行、

餐饮等与酒店相配套的行业）

13526834307
●7000m2 郑州市框架楼房出租

仅限养老行业 13598875180
●中青大厦招租整层半层精装

省委东隔壁 18203621726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13703841004

●郑州航空港区9700平米整院

出租，人流大，方便停车，

电话：56592666 17839957000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 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展厅商铺出租 13676994629
●三门峡渑池县坡头乡土门洼

有 337 亩土地及厂房竞价招

租15639776671
●红专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北

角建筑面积约 3000m2

69069020 13783621878
●天明路南汉庭酒店7楼整层

860m2招租电话18538191771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200 到 600 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电话：15290856399

房地产

●出售西大街 5层商铺 2千平

方 价 格 面 议 13383818833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急售周口旺铺 18625883344
●整院2640m2售18137181911

求购求租

●求购5亩左右临路有手续地

块非诚勿扰李 15225163263
●求购手续全驾校13526613080

出租仓库厂院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18838231328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 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江山路钢构院 13903850826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可分租15565666666
●市郊工厂 17 亩有证租售

6500m2 可 分 租 13603715983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古荥厂房出租 13633835869
●北郊标准厂仓 13673661085
●钢构厂仓出租 1380385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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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 60277555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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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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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 18003820332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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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民
航局了解到，吉林省延吉市人民
法院11日开庭审理韩亚航空乘
客擅自开舱门一案。公诉人以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对擅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的
犯罪嫌疑人朴某进行起诉。这
是我国首起乘客因为打开应急
舱门而受到起诉的案例。

2015年2月12日，犯罪嫌
疑人朴某在吉林省延吉机场乘
坐韩亚航空OZ352航班前往韩
国仁川，在飞机滑行期间，擅自
打开座位旁边的应急舱门，导致
应急滑梯弹出。机组立即采取
紧急措施将飞机迫停，韩亚航空

当即向民航吉林机场公安局延
吉机场公安分局报案，公安机关
给予朴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该事件导致OZ352航班延
误近4小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4000元，延吉机场运行秩序受
到严重影响。

2月21日，吉林机场公安局
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2月
23日向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
批捕朴某。3月5日，经延吉市
人民检察院批准，吉林机场公安
局将朴某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执行逮捕，3月13
日移送起诉。

据民航公安部门统计，自

2015年1月至今，昆明、重庆、呼
和浩特、南京、延吉、长春、深圳、
乌鲁木齐、郑州、腾冲等地已发
生机上乘客擅自开舱门事件12
起，严重危害航空安全。

据民航专家介绍，我国《民
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16条
和第25条明确规定了机场与航
空器内禁止的行为。擅自打开
应急舱门，即属于航空器内所禁
止的、扰乱秩序和危害飞行安全
的行为，民航公安机关可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情节或者后果严重
的，还可能触犯《刑法》有关规
定。

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叫
徐纯合的男子，被执勤民警开枪击倒死亡。有报道称，被击毙男子
徐纯合系上访人员，因乘车遭遇阻拦，与车站人员和执勤民警发生
冲突，该事件引发民警用枪是否合理等争议。随后，有媒体通过调
取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当时现场情况。但完整的录像并未公开，而
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片段，以及一些与此事有关的信息不断被挖
出，让枪击事件更加疑云重重。L 综合法制晚报、新华社消息

成都被暴打女司机道歉
对违章驾驶、开斗气车的行为 愿接受相关处罚

核心提示 | 近日成都“暴打女司机”事件不断出现剧情反转。11日上午，被行车记录仪曝
光出行车劣迹的被打女司机卢琴公开道歉，对行车中的不理智表达歉意。

同时表示，深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带来的伤害，因此不愿男司机张某也遭遇同样的境遇，
恳求大家到此为止，“我们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5月3日下午，四川成都娇
子立交桥附近发生一起司机打
人事件，司机张某因路面冲突对
另一名女性司机进行殴打，导致
其骨折并带有轻微脑震荡。随
后网上响起对打人者一边倒的
谴责之声。次日张某行车记录
视频曝光后，网友发现是女司机

卢某两次故意别张某的车才将
其惹怒。

此后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卢
某在惨遭网友人肉搜索的同时，
之前更多不良行车记录也被翻
出。

躺在病床上的卢某此前接
受采访时表示，“以我这么多年

开车的经验，在那样的距离我变
道出去，是没问题的，不会导致
他急刹车把小孩吓到，我都没感
觉到把他别了”。

然而，被打女司机卢某的亲
属称，如今仍在住院的卢某近日
也在反思，并认识到自己在此事
中的一些过错。

女司机不良行车记录遭网友人肉搜索

11日上午，“成都娇子立交
打人事件”中的女司机卢琴公开
发布一封致歉信。信上称，经过
这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伤情开始
逐步恢复，却因为身陷舆论漩涡
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
过认真深刻的反思，痛定思痛，
遂决定面对这一切。

卢琴首先对行车中的鲁莽
和不理智，表达了歉意。她表
示，对于违章驾驶、开斗气车的

行为，自愿接受相关处罚。此
外，对过往的驾驶陋习一定会通
过认真学习加以改正。

同时，卢琴还就其家人、朋
友为了维护她而做出的不当言
论，诚恳地向大家道歉。“错就是
错，不应该找任何借口。同时因
为此事也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我
非常内疚。”

此外，卢琴还提到：“在这个
事件里，深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

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
伤害，它将多么深远地影响我的
生活。”因此，卢琴表示不愿男司
机张先生和他的亲人也遭遇同样
的境遇，恳求大家到此为止，“我
们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道歉信的最后，卢琴写道，
感谢当日在场制止事件进一步
恶化的所有好心人，特别感谢奋
不顾身的出租车司机，并祝其早
日康复。L 据法制晚报

道歉称违章驾驶开斗气车 愿意受罚

首起飞机乘客擅开舱门案开审
犯罪嫌疑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黑龙江庆安枪击案 追踪

堂兄弟所签协议 徐母不认
黑龙江庆安枪击案发生后，11日上午，四名律师谢燕益、谢阳、

刘书庆、李仲伟在庆安中医院见到了枪击案死者徐纯合的母亲，徐
母与律师们签了委托书，委托律师维权，徐母不认可她的侄子跟警
方签订的补偿协议。

11日上午，在现场了解情
况的律师告诉记者，他们在“庆
安枪击案”案发现场发现有三
个摄像头，分别安装在售票处
右上方、民警值班室左上方、检
票口右上方。根据这三个摄像
头的位置，可以确定这三个摄
像头足以不留死角地将整个案
发过程全部摄录下来。

不过官方视频至今没有公
布，而据此前报道，是有现场视
频存在的，因为“事发后，死者
家属查看了全部监控视频”。

但辗转流传到网络且被多
次删帖的一小段网友拍摄的
冲突视频可以看到：在死者徐
纯合被击毙前，双方的“缠斗”

准确地说是执勤警员用橡胶
警棍击打徐纯合，而一开始被
打徐只是躲闪没有还击，甚至
只是用手臂捶打旁边的售票
机。

目前看到的视频只是一小
段，之前媒体所说进站被拦截
和随后的现场情况如何，目前
尚无视频流出。根据其他媒体
报道，警方掌握着现场全部视
频。

5月5日，死者家属表示，
当地铁路公安以救助款的名义
向家属发了一笔补偿，数额并
非网传的10万元和30万元，而
是介于二者之间。5月5日，检
察机关已介入调查枪击事件。

律师 案发现场有三个摄像头

徐纯合母亲 不认可补偿协议

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
刘书庆、李仲伟四名律师在庆
安中医院见到了徐纯合的母
亲，徐母与律师签了委托书，委
托律师维权，徐母不认可她的
侄子跟警方签订的补偿协议。
徐纯合的两位妻姐与律师签订
了授权委托书。

据李仲伟介绍，他们还认

为，徐纯合的堂兄弟徐纯静此
前与哈尔滨铁路公安签订的协
议是无效的，因为“此案尚未定
性就签补偿协议无事实依据”。

此外，“堂兄弟非徐纯合第
一顺序亲属或亲属监护人，也未
确定所有第一顺序亲属和监护
人曾授权给他，因此他不能代表
徐的法定嫡系家属签协议”。

新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