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 1 日 星期六 责编 李春梅 美编 孟萌

AⅠ·09 河南 社会

信合杯·信阳消夏节来了
汇聚民间力量 促进消费、纾困解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男子顺手牵羊偷手机
最终落入法网悔恨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孙久扩

本报讯“这个活动我们真
的能免费参加吗？”连日来，信
阳夜经济生活展暨消夏节组委
会，不断接到市民咨询免费公
益展位的电话。这场汇聚政
府、媒体、企业、市民共同智慧
和力量的展会，为市民打造消
夏胜地的 party，即将于 8 月 8
日—23 日在信阳市百花会展
中心举行。目前，展会的招展
等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
“激情消夏节 点亮茶乡
夜”，本届消夏节，是信阳市首
届涵盖多行业、多业态的夜间
室外展会。其目的在于促进市
场繁荣，提振经济活力，增强市
民信心。
由于本届展会形式新颖，
时间节点安排合理，不论是企
业还是个体经营者，均对本届

展会抱有极高期望值。
招展工作开始以来，房地
产、企业、教育、医疗卫生、餐
饮、快消品等经营主体纷至沓
来，抢订展位。信阳本土企业
集团——信合集团，更是早早
地就拿下独家总冠名权，并且
预订了 400 平方米超大展位，
携旗下信合公园里、信合春天
里、信合江南里、信合阳光城、
信合中央公园、金牛国际、嘉泰
国际、龙江春天、湖东春天、金
融大厦、万家荟等项目，将在展
会中集体亮相，组成信阳有史
以来最为庞大的房地产“全家
桶”，给市民选购房屋提供全方
位的选择。
除了信合，建业、昌建、正
弘置业、东方今典、碧桂园等知
名房企，也都不甘示弱，携旗下
楼盘悉数参展，龙潭国际、圣达

广 场、佳 和 熙 岸、林 志 时 代 广
场、琨御府等知名楼盘也纷纷
出招，
欲在盛会之上取得佳绩。
除了房企的高调亮相，啤
酒 狂 欢 节、小 龙 虾 节、名 医 义
诊、汽车之夜、农特产品展销、
金融惠民惠企洽谈、公益展位
纾困解难等活动，都是本届消
夏节的重头戏。同时，展会的
核心位置，还将搭建 300 平方
米的占百洛游乐区，让孩子们
尽情撒欢。
超 过 10 项 主 题 活 动 ，近
200 个招展名额，目前，仅剩少
量展位。
“距离开幕的时间不长
了，剩下的展位，我们将对参展
商精挑细选，使整个活动的业
态更加平衡，让市民都能在展
会上各取所需。”信阳消夏节筹
备处工作人员李女士告诉记
者。咨询电话 0376-6185528

本 报 讯 7 月 31 日 ，
记者从信阳市淮滨县公
安局获悉，近日，淮滨县
芦集乡居民李某某报警
称，其放在家中的手机被
盗，手机购于 2018 年，价
值 774 元。群众利益无小
事。接警后，淮滨县公安
局芦集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
经勘察，民警发现现
场门窗完好无损坏，室内
无翻动痕迹，且无其他物
品丢失，初步判定为熟人
作案。经过询问，民警了
解到，李某某家最近在装
修房屋，装修工人也有李
某某家房屋的钥匙。
为迅速查明案情，民
警将装修工人李某、方某
某传唤至芦集派出所。
面对民警的询问，方某某
在回答李某某手机丢失
的相关问题时，说话支支

吾吾、前后矛盾，漏洞百
出。民警对李某某手机
被盗时间和方某某装修
时间进行认真比对分析
后，经过数小时耐心细致
的摆事实、讲法律，方某
某最终交待其在李某某
家装修之际，趁其家人不
备，顺手牵羊将李某某的
手机偷走。后在公安民
警询问时又担心丢面子，
且无法向其亲属交待，于
是抱着拒不承认的态度
想蒙混过关。没想到民
警火眼金睛，他的伎俩被
民警一眼识破。
目前，淮滨县公安局
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十日
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
处罚。因自己一时的贪
念而锒铛入狱，面对法律
的制裁，方某某流下了悔
恨的泪水。

光山警方成功阻止
一起电信诈骗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孙惠坤

信阳市浉河区：
文明校园风愈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徐铭
本报讯“拾金不昧的现象
频繁出现，对于我们七中的孩
子们而言是司空见惯的。我们
结合文明创建的内容，从学校
的发展理念出发，方方面面潜
移默化地让孩子们养好德、做
好人。有了‘德’的滋养，学生
开出文明之‘花’、结出品行之
‘果’，也就不足为奇了。”7 月
15 日，信阳市第七中学副校长
刘友军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娓娓
道来。
刘友军所提及的“拾金不
昧的好少年”，正是该校近年来
频繁涌现的拾金不昧现象。其
中，该校学生张志鹏在前往联
通公司家属院看望姐姐时，发
现院内一辆电动车车座上有一
个手包。他在原地等待近一小
时却没等到失主后，便通过包
内身份证上的地址，挨家挨户
打听寻找失主。经过他坚持不
懈的寻找，最终，钱包得以原封
不动地回到失主身边。

而这样的现象仅仅是信阳
扣子”
“ 做文明学生 创文明城
市第七中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市”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灵
建设工作成果的一个缩影，也
活多样地进行德育渗透教学，
是浉河区文明创建工作喜结硕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加强未成
果。
年人思想教育；以班级竞争为
近年来，信阳市第七中学
动力，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各项工
增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利用
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一切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学校利
为孩子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用每周二的政治学习时间，积
以家校联系为纽带，充分发挥
极组织广大教职工开展专题学 “家校”
联系作用。
习，将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教
信阳市第七中学的生源
学的各个环节。同时，该校在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务工
全体学生中开展文明礼貌和行
人员随迁子女以及城区中的留
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加强校园
守子女。面对这样的情况，该
文化建设，增强环境育人功能， 校根据学生家庭的具体情况制
积极探索班级文化、走廊文化、 定措施，同时开展一些帮扶计
板报文化建设的新形式、新思
划和特色活动。
路，形成了良好的校园风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此外，该校以校园为主阵
要做到德智兼顾。只有‘德’做
地，广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活
到位，
‘ 智’才能在担起建设祖
动。通过升旗、班会、板报等强
国、
振兴中华的重任时得到最好
化 德 育 功 能 ；开 展“ 预 防 溺 水
体现。所以说，
德育应是我们各
从我做起”
“扣好人生的第一颗
项工作的支撑点！
”
刘友军说。

本报讯 7 月 21 日 12
段和伎俩后，张女士才如
时 50 分，光山县公安局文
梦初醒。
殊派出所接到县局反诈
据了解，当日中午吃
中心预警指令：辖区居民
完午饭，张女士接到一自
张女士很可能正在遭遇
称是光山县社保局工作
电信诈骗，其电话一直处
人员的电话，告知其社保
于占线状态，无法联系。 卡账户异常，要求张女士
事不宜迟，文殊派出所迅
将其名下的钱款转移到
速展开行动，一边寻找张 “安全账户”内。该男子
女士的下落，一边继续拨
通过核实张女士社保卡
打张女士电话并发送提
账号信息的方式获取张
醒短信。获悉张女士系
女士的信任，张女士随后
文殊乡杜槐村居民后，民
按照电话里的指示，将手
警立即驱车赶到其住处， 机设置成拦截所有来电，
经询问邻居得知张女士
当她正准备带着自己存
一家现迁至光山县城居
有 10 余万元的银行卡去
住。此时，时间已经过去
银行转账，所幸民警及时
了十多分钟，而张女士的
赶到，为她揭开骗局，避
电话依旧打不通，来不及
免了巨额经济损失。
多想，民警又马不停蹄驱
事后，张女士向民警
车赶往县城张女士的住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民警
处，13 时 20 分许，终于找
趁机给周围的群众上了
到了正准备出门转款的
一堂生动的法制宣传课，
张女士，民警向其表明身
并向他们发放防诈骗宣
份，告知其正在遭受电信
传彩页，提醒群众要擦亮
诈骗。一开始张女士还
眼睛，谨防电信诈骗造成
心存疑虑，民警一步步揭
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露诈骗嫌疑人的作案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