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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疑因购物问题被殴伤的内地男游客，在香港医院留医一晚后，于20日10时45分不治身
亡。香港警方将案件改列误杀案，目前有4人涉案被捕。

香港警方表示，19日近11时，在来自内地的一个旅行团中，一名内地女游客与内地女领队在红磡民
乐街一间珠宝店内怀疑因购物问题争执，一名内地男游客调停期间被两名男子袭击，倒地昏迷送院。女
领队及女游客则受轻伤，均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香港警方随后继续追查事件，分别在湾仔及红磡
拘捕另一旅行团的本地领队及一名内地男游客。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表示，涉事的旅行团是一个3天购物团，购物行程已列明在行程表
上。旅游业议会已将事件的初步资料转交深圳市旅游局及国家旅游局跟进。

参加“购物团”游香港 疑因购物问题遭殴

内地游客在港被打不治身亡

据了解，不治身亡的苗某(54
岁)，为黑龙江人，与张姓(53岁)女同
事报团来港旅游。该团为三天两夜
购物团，由不同省市的团友组成，一
行20多人，从深圳出发，前日抵达
香港，原定20日前往澳门。内地邓
姓(32岁)女领队持双程证随团来港。

19日上午十时许，苗某与张某
随团到民乐街一间珠宝店购物，疑
因珠宝价钱贵及折扣太少未购物，

并到店内近门口吸烟。领队邓某
上前与两人交涉，与张某起争执拉
扯。混乱中，邓某被掴一巴掌，苗
某随后上前劝架，然而数名疑为本
地及内地男子突然出现，苗某及张
某被人粗暴拖出店外。

有目击者称，有人对苗某拳打
脚踢，场面混乱。苗某被打至嘴角
流血，毫无还击之力，“有人在他跌
倒在地上时还踢他肚子”，苗某最终

在灯柱旁倒卧昏迷，其中一名男子
往佛光街方向逃去;张某吓得大哭，
并大声呼救。香港警方接到报警到
场时，打人男子已不知去向，苗某身
体多处受伤送院不治。邓姓领队及
张某分别因脸部及手部受伤送院，
张某在医院期间情绪激动。

其他团友事后由旅游大巴接
走，珠宝店一度拉闸停业，后来又
重新营业。 据新华社等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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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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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设计施工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效果图施工图 15838378057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装QS、GMP厂房包证63612933

装修装饰
●品尚展柜厂18039110969张
●装修设计施工 15093327979

汽车租赁

●路虎宝马包月 15038199666

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街5000平招金
融大型餐饮办公13137117888
●国基路660㎡、50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北二七路150㎡门店招租，
仟汇广场。姚经理13838295119

●漯河辽河路与舟山路向西

200米路南500到2200平方商

铺出租、转让15039555776

房地产

●转中牟、团现房13598839827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豫港大厦出租
写字间优价出租，特推出特
价房十套66213000

写字间楼
●文化路永和国际精装210㎡
1.7元每日平15038173866

●郑东高铁地铁口绿地精装

123平写字楼出租65608929

出租仓库厂院

●港区60亩厂院18790298366
●7万㎡标准仓库招商：存储

酒水饮料食品、及各类商品

物资，提供配送、融资一站式

服务。地址：郑州市南三环中

部酒水食品商贸物流园（普洛

斯北邻）。电话：18037802777

●西四环厂仓院1393828915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上街办公厂房13937922799
●邙山十亩独院18638110005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大型仓库招租18703838997
●市郊工厂17亩有证租售
6500㎡可分租13603715983
●郑西8亩厂院13007618466
●北四环厂仓租13673661085
●上街机场旁场地、仓库出租。
电话85700499 13667185088
●郑州西南高速口附近已硬
化空场地2700㎡，可按需方
要求盖厂房。15639937007

●厂房出租18638775686
●出租郑州高新区西北邻高

速口5亩厂院18703829978
厂房土地出租
中原路西三环交叉口东100米
路南200-3000㎡13938403333

求购求租

求租买整栋楼
2千-4万平18638119215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
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者均为
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投诉电话：65796185

家政服务

●疏通改管防水治漏55552968
●保姆钟点做饭护理67715997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招商
●培训学校资质合作67180203
●粮工米面油醋，各大院校商

超酒店专供，诚招各地经销

商。电话：0371-61023888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

经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秒到账POS机18603715350
●培训机构场地省内招合作

伙伴，农业路文化路附近一

千平，辐射小学、初中和高中

（李老师15333803295）
●诚招市、县、区兼职、代理。

不雇人，不开店，一年可挣几

十万。电话：0371-86230397

转让

●星级酒店转让13523506003

●郑州至新乡六县物流转让

带6车50万 15090088357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大学路700㎡火锅店56006729
●玉凤路福元路营业中饭店260
㎡接手可盈利15936277061
●经三路门面转租180㎡带天然

气13526718677，55011359
●低价转让开封市中心大型量

贩KTV15738851219
●400平快餐店转让纯一楼

生意稳定18695885957
●药店寻合作15238698657

公告

●公告编号：2015101901
叶兴春，郑国用（2003）第EQ
6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本人声明作废。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特此公

告。 2015年10月19日
减资公告

郑州凯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将原

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现

减至50万元人民币特此公告

让饭店酒吧

●东风路正弘公寓360㎡饭店

低价转让15515610476
●未来路800㎡饭店15638511777

信息窗口
●企业军训拓展0371 55000789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5、16版

10月20日，长沙警方
对外通报称，日前，长沙市
公安局岳麓分局根据线
索，一举打掉一个特大吸
贩毒团伙，共抓获涉毒人
员27人（其中刑拘3人，行
政拘留24人），收缴毒品K
粉 6000 余克及其他毒品
等若干。

10月 9日晚，岳麓公
安分局根据前期侦查掌握
的线索，调集50余名警力，
在长沙县“和东”大酒店三
楼一KTV包厢内查处一
起聚众吸毒案件，现场抓
获正在吸食毒品的李双双
（男，25 岁，无业）、李薇
（女，30 岁，无业）、陈勇
（男，53岁，湖南省兵器工
业集团副总经理）等涉毒

人员25人。办案民警连夜
审讯深挖，于10月10日下
午，抓获涉嫌贩毒的上线
嫌疑人王鹏宇（男，23岁，
个体工商户）和陈静（女，
46岁，无业），当场从其房
内收缴K粉等毒品。

目前，贩毒嫌疑人王
鹏宇、李双双、陈静3人已
被刑事拘留，吸毒人员李
薇、陈勇等24人被行政拘
留，警方正在对相关情况
作进一步调查。

20日，记者从湖南省
纪委获悉，湖南省兵器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勇现
任职务已被免去，因涉嫌
严重违纪，陈勇正接受组
织调查。Ｌ 潇湘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一副总

聚众吸毒抓现行
免去职务被调查

□记者 余淼

就一名内地男游客在香港怀
疑因购物问题被殴不治身亡，香港
旅游界机构及人士20日表示，无论
事件真相如何，强迫购物不可取。
他们重申，绝不容许任何损害香港
好客形象的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20

日表示，该署高度重视案件，对游
客死亡表示难过及遗憾，向其家属
致以深切慰问。

此外，据了解，在我省众多的
出境游线路中，港澳线路已被日渐
兴起的东南亚、东北亚出境游取
代，河南游客奔赴港澳，更倾向于
自由行。昨日，郑州一家大型旅行
社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港澳游目前已不是河南人出境的
首选地。不过即便如此，业内人士
仍表示，低于3000元的港澳游团
队报价，应慎选。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
中也表示，游客在内地选择旅行团
时要留意，低价和免费的旅行团可
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什么旅行团
都参加。

疑因珠宝贵未购物，游客争执被殴身亡

低价或免费旅行团？你得小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