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中针孔摄像头追踪

偷拍隐私嫌疑人被抓获
郑州警方检查全市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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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一则暖心的
消息在开封微信圈中传播！一
个来开封卖瓜的瓜农，收到了
700元假币，在开封西坡街开
超市的郭女士得知情况后，仗
义出手相助，开封市民倾心相
帮，将瓜农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6月22日上午，开封市民
郭女士在西坡街开的超市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他就是
来开封卖瓜的吴大爷。吴大爷
是开封汪屯乡李庄的一位孤寡
老人，他拿着几张百元大钞，想
用超市的验钞机验验真假。“我
接过来一摸，心里一凉，这七张
百元大钞都是假的，纸币很薄，
一摸就能知道，这么热的天，瓜
农不容易，一下子收了七张百
元假币，当时我心里就替他难
受。”6月23日下午，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连线郭女士，她

告诉记者，6月22日上午，在验
钞机验出七张百元大钞都是假
的后，吴大爷伤心地告诉她，6
月21日晚上，他在铁北街地下
道南口附近卖瓜，有几个年轻
人不停地拿着百元大钞找他买
瓜，天黑了，他也没料到这些钱
是假币。

看到吴大爷难过得流泪，
郭女士十分不忍，就将此事发
到自己的朋友圈，呼吁大家帮
一帮吴大爷。“我想着咋帮帮吴
大爷，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
信息，将吴大爷的遭遇告诉了
朋友们，希望大家都伸手相助，
帮吴大爷将损失降到最低。”

这条信息在郭女士的朋友
圈发出不到半小时，朋友们就
纷纷打来红包，不到两个小时，
就筹集到560元，郭女士将这
560元交给吴大爷。辛辛苦苦

忙活了几天的吴大爷感动得流
泪了。“吴大爷在我的超市门口
卖瓜，我们还将吴大爷的情况
告诉来买瓜的市民，大家一听，
没人还价了，有的本来想买一
个瓜的会多买几个，很多人都
不要求找零了，这个社会还是
好人多啊。”郭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不让假币重新流回社会害
人，吴大爷还把七张百元假币
都撕碎了。

对于记者的采访，郭女士
表示，她只是正巧碰到这种事
了，没想到她的行为会引起大
家的重视，“这是一件小事，我
觉得当时不管是谁碰到这种
事，都会出手相助的，这么热的
天，瓜农多不容易啊！也希望
那几个年轻人不要再使用假币
了，太害人了！”

本报讯 6 月 18日、
19日，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连续报道了“一对情侣
入住郑州一家酒店，房间
插座中藏着针孔摄像头，
郑州警方成立专案组，对
此事调查”的新闻，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6月 23
日，郑州警方发布警情通
报，2019年 6月15日19
时许，郑州市公安局接群
众报警称，在某酒店房间
内发现针孔摄像头，接报
警后警方第一时间介入
调查。经缜密侦查，多方
取证，警方于 6 月 22 日
23时许将嫌疑人谢某某
（男，42岁，某保险公司商
丘分公司职员）抓获。

谢某某如实交代了
其在网上购买针孔摄像
设备，利用住宿之机，分
次在该酒店房间安装并

实施偷拍他人隐私的违
法行为。经检査，未发现
偷拍视频外泄。

目前，谢某某因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规定，
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案发后，郑州警方立
即组织警力在全市范围
内对宾馆、酒店等住宿场
所进行全面检查，截至目
前，暂未发现类似情况。
对之前涉嫌散布谣言，扰
乱社会秩序的宋某（男，
35岁，某酒店员工），警方
已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
日处罚。

郑州警方将严厉打
击侵犯公民隐私的违法
犯罪行为，确保公民个人
隐私安全。

本报讯 6月 21日~
23日，第二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在郑州如期举
行。本届大会共有2200
多家企业参会，观展群众
超11.2万人次，企业间达
成采购和销售各类粮油
意向 1925万吨，共成交
各类粮油1512.5万吨，涉
及金额达416.7亿元。

本届大会同期活动
层次高、亮点多，交易活
动形式多、合作深、成果
丰硕。线上线下交易活
动并行，既有省际间战略
签约，也有企业间购销、
项目、科技方面的签约。
各类购销总金额、成交总
金额相比上届均有大幅
提升。

数据显示，本届大会
省际间共签署战略协议
24份；企业间达成采购和
销售各类粮油意向1925
万吨；共成交各类粮油
1520.9万吨，金额417亿
元。其中，通过国家粮食
电子交易平台线上成交
各类粮油965.2万吨，金
额215.6亿元；线下成交
各类粮油产品 555.7 万
吨，金额201.4亿元，包括
扶贫展区现场意向签约
数量5.9万吨，金额1.8亿

元,现场销售总额 69万
元。各类粮油机械现场
销售及意向签约1806台
（套），金额5.9亿元。

今年的粮食交易大
会展会规模大、综合性
强、内容丰富，参展企业
2200 多 家 ，参 展 面 积
6.5万平方米。截止到6
月22日，参展观众超11.2
万人次。

综合展区是今年大
会的亮点，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成就展区向社会展
示了粮食和物资储备系
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消
费扶贫展区以展销会的
形式吸引了 300多家采
购商前来洽谈合作，实现
消费扶贫精准对接；粮食
行业“一带一路”建设实
践展、科技成果展和消费
品鉴展区的设立丰富了
展会的内容与形式，吸引
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各
省全部以特装形式参展，
通过不断创新展出项目
和丰富展出形式，以提升
品牌和促进产销衔接为
重点，充分展现近年来优
质粮食工程建设的成果，
起到了突出主题、放大效
果的积极作用。

收7张假币的老瓜农获助后流泪了
开封超市老板娘为他募款降低损失，市民纷纷买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联胜

55名民间河长巡潮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李一川

粮交大会成交超400亿
2200多家企业参会

□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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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2日上午 8
时30分，大河报联合阿里天天
正能量、河南省河长办和河南
绿色中原环境保护协会共同举
办的“民间河长在行动·我帮河
长来巡河”活动，在郑州市经开
区经南八路的潮河岸边展开。
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手
拿垃圾袋，一边跟着专业人士
巡河，一边捡拾地上的垃圾。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
潮河两岸水草丰茂，河中芦苇
丛生，鱼虾在水里嬉戏，鸟儿在
水面盘旋，宛如一幅天然的水
景图。专业从事鸟类生态研究
的志愿者王鹏，在现场向前来
参加活动的民间河长介绍，潮

河是淮河支流贾鲁河在郑州境
内的一个小支流，潮河发源于
新郑市郭店镇徐庄附近，自西
南流向东北，流经河西曹（新
郑）、小范庄水库（新郑）、常
家庄 （新郑）、小魏庄水库
（郑州）、曹古寺水库（郑州）汇
入七里河，河道全长 36.3 公
里。潮河经南八路桥附近水域
湿地植被保存比较完好，有芦
苇、菖蒲、莎草、狼尾草、水芹、
水蓼等十余种，这里常见的栖
息鸟儿有20多种，其中包括各
种鹭鸟、黄苇鳱、翠鸟、绿头鸭、
黑水鸡、东方大苇莺、黑卷尾、
大杜鹃、白鹡鸰、黑枕黄鹂、棕
头鸦雀、戴胜、雉鸡等。如此优
美的原生态环境，在郑州市区
十分罕见。

河南绿色中原环境保护协
会的李巍说，此次的民间河长
巡河活动首先是让大家了解潮
河综合治理工程进展，实地考
察沿河生态环境。除了让相关
专家讲解潮河综合治理工程的
前后状况、潮河水域鸟类知识

外，环保人员还邀请志愿者一
起到河边取水样测水质，现场
向大家普及水质分类知识。此
外，还有志愿者沿河清洁河堤
捡拾垃圾活动、游戏互动和知
识抢答环节。

活动中，来自郑州陇西小
学四(6)班的陆煜葶，不一会儿
就捡了两袋子垃圾。她说，她
和班里的十名同学是在老师的
带领下，来参加这次巡河活动
的，不仅增长了许多“水”知识，
开阔了眼界，还为河边的环境
卫生保护做了贡献，以后还要
继续做民间河长。

据李巍介绍，本次报名参
加巡河活动的志愿者55人，有
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有企事业
单位的职工和普通市民，最小
的只有4岁。他们每个人，都
有一颗热爱环保、热爱祖国大
好河山的心。活动结束后，将
把大家对此次巡河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汇总，统一反映给河长
办，作为河道治理的依据。

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参加巡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