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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
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卢超 文图

本报漯河讯 4月26日，记
者从漯河市公安局阴阳赵分局
获悉，该局日前侦破一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已抓获犯
罪嫌疑人5人。“案件还没有侦
查完结，已经锁定了其他嫌疑
人，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
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

今年2月，漯河市公安局将
一起“市长热线”转办件，交给
了阴阳赵公安分局处置。转办

件显示：在市区某楼盘刚买过
房的陈女士，经常接到一些推
销装修业务的骚扰电话，询问
陈女士购买的新房是否需要装
饰装修。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
的陈女士，遂拨打“市长热线”
反映此事。

正当阴阳赵公安分局民警
紧锣密鼓调查此事时，又有多
名购房业主前往该局举报：陆
续接到某公司的电话，不断推
销装修业务的事……业主们共
同的疑问是，他们刚购买的新
房，信息咋会这么快就被装修

公司知道了？
阴阳赵公安分局调查走访

时，涉事楼盘销售部门坚决否
认与此有关联。

在取得部分购房业主的同
意协助调查后，民警决定来个

“请君入瓮”。
3月4日上午，A装修公司

业务员李某、张某再次拨打某新
建小区新购房业主李女士的电
话，询问她是否有装修意向。按
照事先和民警商量的计划，业主
李女士假称有装修意向，并让其
星期日到需要装修的小区门口
见面。李某、张某如期而至，在
此守候的民警将二人带至阴阳
赵公安分局调查。

民警仔细检查了李某、张
某携带的手机，在二人手机文
档中发现有大量小区业主购房
信息。据二人供述，这些业主
购房信息来源于另一家B装修
公司的董某。

民警顺藤摸瓜，迅速抓获了
B装修公司的业务员董某，在董
某手机上，发现了漯河市10多
个小区6000多名购房业主的电
话、住址等信息。接着又抓获业
务员赵某等人，被抓者中，有人
又供出信息来源于C公司和D
公司的周某、王某等人。

“目前，我们分局已抓获5
名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
罪嫌疑人。”昨日，阴阳赵公安分
局负责人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至于B公司业务员董某
所持有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是
来源于C公司或D公司还是周
某、王某呢？目前公安机关正在
抓紧时间进行侦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本报讯 4月26日下午，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郑州
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获
悉，4月25日，郑州3条地铁线
1952台地铁闸机已完成交通部
系统升级，这意味着，全省其他
17省辖市的居民，手持各地发
放的河南“一卡通”（也称“轩辕
通”系统卡），即可在郑州乘坐
公交车和地铁。同时，郑州的

“交通一卡通”（“轩辕通”系统
卡）也即将发放。

据郑州城市一卡通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部门的要
求，2017年，郑州市正式加入
到交通运输部的“全国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项目改造计
划。今年2月，郑州市6480辆
公交车的车载终端改造完成，
郑州公交系统已率先实现了全
国交通一卡通。4月25日，郑
州地铁交通部系统升级改造工
作完成，郑州 3 条地铁线路
1952台地铁闸机全部完成“交
通部一卡通互联互通”系统的
升级。这意味着，全省其他17
省辖市居民手持各地发行的河

南“轩辕通”一卡通（卡片标注
“交通联合”字样），即可在郑州
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全省实现
公共交通全面互联互通。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全省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
2017年9月，郑州城市一卡通
有限责任公司的交通一卡通项
目清分清算系统建成投产，公
交系统的3条线路先改造完成，
并投入试刷运营的基础上，才
全力推进轨道公司地铁项目的
改造。但由于地铁系统庞大，
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地铁改
造时间相较公交有所延长。

系统升级改造后的郑州
“绿城通”与河南其他省辖市发
行的“轩辕通”有啥区别？郑州
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轩辕通”只代表
交通部推行的“全国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系统”在河南的一
种称呼，卡片上注明“交通联
合”字样，而郑州的一卡通目前
叫“绿城通”，但系统与“轩辕
通”一样是“全国交通一卡通”
的密钥系统，将来也会注明“交
通联合”字样，可与全省其他17
省辖市实现交通互联互通。目
前，该公司已预先生产了交通
一卡通（即“轩辕通”系统卡），

不多久，新的一卡通卡将与大
家见面。届时，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多次关注、报道的“郑
汴公交‘一卡通’失灵”等问题，
也会相应解决。

另外，截至今年3月底，全
国已有190个地级以上城市初
步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发行互联互通卡片 1300 万
张。这也就是说，郑州的“轩辕
通”系统卡一旦发放，即可与全
国190个城市实现交通互联互
通。

据了解，目前，新的“轩辕
通”系统卡发行后，办理使用办
法将参照“绿城通”现有规则执
行，其余细节，该公司将通过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陆续发布，敬
请关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4 月 24 日，广东清远一
KTV发生火灾致18死5伤，据
当地警方通报，该火灾系人为纵
火。随着气温升高，选择在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避暑消
遣的人增多，公共娱乐场所人员
集中、流动量大、疏散困难，一旦
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

据了解，歌舞厅、KTV等公
共娱乐场所大多用可燃易燃物
装修，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
并有大量的有毒气体产生，给火
场逃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
加上这些场所一般都在晚上营
业，进出顾客随意性大、密度很
高，灯光暗淡，失火时容易造成
人员拥挤，在混乱中发生挤伤踩
伤事故。

公共场所发生火灾如何逃
生？河南省消防总队总结出了
下面这些逃生方法：

1. 来到宾馆、酒店、商场等
公众聚集场所时，首先要有意识
地观察内部地形，观察消防标
识，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
楼梯方位等，做到心中有数，遇

到紧急情况可以摸清通道，尽快
逃离现场。

2. 遇到火灾要保持镇静，
快速判明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
决定逃生的办法。撤离时，应根
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要
注意朝逃生指示标志方向或空
旷地方跑，不要盲目跟风、相互
拥挤、乱冲乱撞。

3. 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
当火势不大时，要尽量往楼层下
面跑。若通道被烟火封阻，则应
背向烟火方向撤离，逃往天台、
阳台处。

4. 逃生时要防止烟雾中
毒，可用湿毛巾或湿口罩蒙住口
鼻，弯腰或匍匐撤离。穿过烟火
封锁区时，如没有防毒面具、头
盔、阻燃隔热护具，可向头部、身
上浇冷水或用湿毛巾、湿棉被、
湿毯子等将头身裹好。

5. 必要时可利用周边的物
品自制器材逃生，或利用水管、
房屋内外凸起部位等建筑物设
施逃生。

6. 衣服着火时，不要奔跑，
应该脱掉衣服就地打滚将火压
灭。

7.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
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本报讯 近一周时间，平顶
山高校圈连续成为网友热议的
焦点：平顶山某高校一女大学生
因为每天花10小时玩“吃鸡”游
戏，导致男友生气提出分手；而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白
姓女学生却为庆祝首次“吃鸡”
成功，在学校篮球场打出横幅，
感谢一位小哥哥带领她“吃鸡”
成功。

4月26日，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在平顶山市多所高校
采访发现，“大吉大利，晚上吃
鸡”，爆红的“吃鸡”游戏正在高
校大学生中流行。但也有一些
学生在接触过多个版本“吃鸡”
游戏后认为，虽然组队增加了同
学间的团结互助，但游戏中场景
太过暴力血腥，不建议小学和初
中学生玩。

4月26日上午，在位于平顶
山市老城区的某高校，记者见到
了女大学生莹莹（化名），她告诉
记者：“我们宿舍有7个‘吃鸡’，
最疯狂的队友曾经连续4天去
网吧通宵‘吃鸡’，白天回宿舍睡
觉。”说起第一次玩“吃鸡”游戏，
莹莹至今还是兴奋不已，因为通

过组队玩游戏，她认识了不少好
朋友。

说起“吃鸡”游戏的火热，为
何让众多玩家不能自拔，一个资
深游戏迷用三句话概括：节奏完
美，玩家高潮不断；过程变数多，
斗智斗勇；收获感、满足感、成就
感、快感反复刺激。他说，在“吃
鸡”游戏中，存在多个节奏变换
节点：开局跳伞落地、在搜寻装
备物资时随时碰到其他玩家偷
袭，这些平常一辈子也不可能接
触到的世界，在游戏领域里瞬间
就实现了，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
能获得无法在现实中体验到的
快感。而最终“吃鸡”，也离不开
大家的团队合作。

不过，游戏中板砖拍人、手
雷炸人等场景的出现，也让一些
玩者有不适感。大三学生小沈
接触过多个版本的“吃鸡”游戏，
他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说：“如果是小学或刚上初中的
学生，我不建议玩。首先是规则
上太残酷了：要想自己活命，只
能消灭别人。其次，用板砖砸
人、用车撞人这些场景太过暴力
血腥，对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负
面影响会比较大，他们现在还不
能很好地区别开游戏和真实世
界。”

河南18省辖市实现“交通一卡通”

吴参谋说消防

KTV发生火灾怎么办？
记住这些逃生技巧

“吃鸡”游戏
玩还是不玩？

一个装修公司的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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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2月郑州公交车实现“一卡通”之后郑州地铁也实现了“一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