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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女儿被骗至KTV，
遭多人强奸

据周先生发帖称，他女儿
周莹就读于祁东县洪桥镇一
所中学，2007年12月24日出
生，现年未满12周岁。因为家
境不好，他们夫妻两个在外面
打工，无力看管自己的孩子，
平时周莹由爷爷奶奶在家照
顾。

9月28日下午5点左右，
放学回家的女儿被同年级不
同班的同学王某茜以辅导作
业为由，将其从家中骗走，并
带到祁东县“金樽KTV”。随
后，遭到张某怡、陈某升等人
员的控制、恐吓、威胁，迫令女
儿谎报年龄,为异性客人陪酒
伴唱。其间，周莹因害怕被
打，只得任由他人摆布。

周先生称，在随后的9天
时间，在张某怡、陈某升等人
员的控制威胁下，多名男子以
灌酒、威逼利诱、强迫等方式，
对他女儿实施了强奸。经他
了解到的有4人，邹某，祁东县
人社局干部；王某，在祁东县

一农商银行工作；还有其他两
人，具体信息不详。

周先生还发帖称，事发后
女儿在长沙某医院精神科住
院治疗，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
应激障碍，他妻子多次自杀被
人救下。而祁东县公安局立
案并开展了调查，在证据确凿
下，犯罪嫌疑人仍逍遥法外。

此外，在等待40多天时间
里，他们家人一直配合公安部
门和有关部门的调查，可是等
来的却是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以他女儿年龄存疑，犯罪事实
不清等理由，将有钱有势的犯
罪嫌疑人悉数暂脱。

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稍
后会有官方通报

周先生提供的女儿身份
证显示，周莹出生于2007年
12月24日。

11月19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辗转联系到发帖
人周先生，多次拨打其手机，
一直无人接听。发过去的信
息，也没人回复。给周先生发

帖的网上用户留言、发私信，
截至记者当晚发稿，均未有回
应。

此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女儿到同学家做作
业，以为睡在同学家，到了第
三天觉得不对劲，就找到她同
学家，她们两个都不在家，随
后便报了警。

“要先联系宣传部。”祁东
县人民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
在受访时称，对于此事，他们
不回答，有纪律要求，没等记
者说完，随后，便匆忙挂断电
话。

按照 114 查号台提供的
祁东县委宣传部电话，记者拨
通两部电话，表明身份后，对
方避而不答，均称让记者拨打
县委宣传部另一部电话。奇
怪的是，而上述电话多次拨
打，一直无人接听。

祁东县公安局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关于此事，目前正
在全力侦办当中，稍后会有具
体的通报对外发布。记者追
问，通报何时能出来，上述工
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本报讯 11月19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河
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河南七十年》出版
暨河南七十年发展成就新闻
发布会19日召开，2018年全
省人均GDP达50152元，提
升10位次，达到第18位。

《河南七十年》用丰富翔
实的资料、数据，从全局视野
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历史性进步，真实记录河南
人民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
光辉历程。

据该书介绍，2018年，
全省经济总量达4.8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49年
的 308.6 倍，居全国的位次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第9位提
升至第5位，从2004年起连
续 15 年稳居全国第 5 位。
其中人均生产总值数据亮
眼，2018 年全省人均 GDP
达50152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是1949年人均50元的
131.8 倍，1950～2018 年年
均增长7.3%，居全国的位次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第28位
提升至第18位。

《河南七十年》展示河南七十年发展成就

2018年我省人均GDP
达50152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王凌云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上
午，“智汇中原·科创未来”河
南中原科创产业园示范区开
放暨集中签约仪式在郑州市
上街区隆重举行。上海泰思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玺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鼎晶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14个项目落地签
约，河南善德中医药有限公
司、郑大科乐福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20家客商代表参
加签约仪式。据了解，此次
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12亿
元，预计年产值逾8亿元，年
纳税额可达6000万。

本报讯 11月19日，“护
苗·网络安全进课堂”2019
乡村行河南站启动仪式在洛
阳市汝阳县刘店镇第一中学
举行。在启动仪式上，腾讯
公司为刘店镇第一中学捐赠
了1000册图书，授予“护苗
阅览室”标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谭福森出席启动仪
式并讲话。腾讯公司安全课
团队讲师赵呈呈结合丰富的
网络案例和热点事件给同学
们重点分享了关于“网络欺
诈”和“网络欺凌”的知识。

关于河南洲全洲道商贸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案件结案的公告

根据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有关法律规定，河南洲全洲道商贸
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已符合结案条件，现予以公告。

河南洲全洲道商贸有限公司案件，2017年5月商城路公安
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12月26日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审结。
经司法机关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管城回族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20日

关于对河南金铂投资
有限公司销号的公告

河南金铂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
法集资，经化解，现已全部兑付，根
据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有关法律规
定，该公司已符合销号条件，现予以
销号。

特此公告。
管城回族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20日

关于河南泰利投资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案件结案的公告

根据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有关法律规定，河南泰利投资有限
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已符合结案条件，现予以公告。

河南泰利投资有限公司案件，2016年1月商城路公安分局
立案侦查，2018年3月29日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审结。该案件
在公安机关侦办阶段全部兑付，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管城回族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20日

变更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励德双语

小学现声明法定代表人变更
郑州市金水区励德双语小学
法定代表人由崔艳青变更为
潘超，变更前无债务债权问
题，变更后债务债权问题由新
法定代表人承担。

联系人:刘鹏飞
电话:13673388026

招商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

公司灵山服务区餐厅原材料采
购项目、餐厅档口经营项目已
批准实施，现分别进行招标。
1.有意者请于2019年11月20日-11
月24日到京港澳高速K994公
里处灵山服务区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张先生13937275183
监督人:郭先生18103989123

招商启事
上海涛权泵业有限公司倾

力研发出了高层住宅小区新型
“城镇居民饮用水增压供水设
备”，该设备具备饮水增压和净
化双重功能，可有效提升饮水
品质，保障饮水安全，实现小区
直饮。现面向住建，自来水，房
地产领域诚寻实力合作伙伴。

有意者致电
13937501218 王先生

市场服务
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涉嫌参与性侵未成年人案

湖南祁东6名嫌疑人已被捕
其中一人为银行职工，一人为事业单位职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护苗·网络安全进课堂”

2019乡村行河南站
启动仪式在汝阳县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中原科创产业园示范区开放
14个项目落地签约 总投资额近12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赵东东 王晓宁

“当大家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11月16日，湖南祁东县
的周先生发帖控诉，网曝其年龄未满12周岁的女儿周莹(化名)，被人从家骗走后，遭
到多人强奸，其中两人是祁东县公职人员。周先生称，女儿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曾
在长沙某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

11月19日下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联系到祁东县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当地已介入调查此事，具体正在侦办当中。

19日晚，中国青年报记者记者刚刚从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和祁东县人民检察院
获悉，针对女学生周莹的父亲在网上发帖反映其女儿被骗并受到极大伤害之事，经
公安机关前期侦查及近期补充侦查，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已先后逮捕周某名、刘某
翔、王某、邹某、蒋某兵、周某云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王某系祁东农商行太和堂支
行职工，邹某系县人力资源就业服务中心（事业单位）职工。

另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19日晚报道，记者刚刚从湖南
省祁东县公安局和祁东县人
民检察院获悉，此事经过媒体
报道后，引起祁东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进
行调查。据查，2019年10月3
日晚23时许，当地人士周某华
到祁东县公安局玉合派出所

报警称：其孙女周莹于 2019
年9月29日离家出走，至今未
回，希望派出所民警能够帮忙
找回。10月6日上午，民警在
祁东某酒店将周莹找到。经
调查发现，周莹离家后，跟随
张某怡在周某云和陈某升的
KTV做陪唱服务，并在周某
云、陈某升和周某名的介绍

下，先后与刘某翔、邹某、王
某、蒋某兵等人发生性关系。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涉案七
人。其中，刘某翔涉嫌强奸，
周某名涉嫌组织、强迫、引诱、
容留、介绍卖淫已于10月21
日、11月13日被依法批准逮
捕。陈某升涉嫌介绍卖淫，因
其怀孕已办理取保候审。

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