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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姐今年
%&

岁!在郑州一家商务
公司上班"

'

月
%(

日晚
'

时许!她和往常
一样!下班了独自一人步行回家" 走到
东风路与文化路交叉口附近时!迎面一
名男子跟她打招呼"

# 请问附近有境外银行吗$ %男子一
口广东腔!长发!背着背包!看起来年轻
而时尚& 陈小姐说!她平时并不跟陌生
人搭话的! 但眼前这位男子打扮帅气!

# 而且他焦急的眼神! 似乎在期待得到
帮助%&

陈小姐如实告诉男子!自己没听说
过郑州有境外银行&

# 男子神情越发焦急! 他说自己是
香港人!一个人来郑州游玩!没想到身
上恰好没现金了!只想找一个境外银行
取钱应急& %陈小姐说!于是答应帮对方
打电话询问&

打了一圈电话!陈小姐也没问出个
所以然来& 男子显得很沮丧!他掏出一
张信用卡给陈小姐看!说自己账户上有
好几万元!就是取不出来&

就像自己遇见了大麻烦一样!陈小
姐也着急起来!开始跟男子一起合计着
要怎么办&

# 要不然!你先借给我
)***

元钱!我
找个酒店安顿下来后!再想办法取钱还
你& %面对男子的如此提议!陈小姐犹豫
了一下!但随即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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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陈小姐在回忆当时的情
况时仍后悔不已'# 相识不过

+*

分钟!一
个陌生路人张口就向我借

,***

元钱!我
竟然没有怀疑就给他了( %

陈小姐犹豫的时候!男子以特有的
广东口音哀求似的说'# 相信我的啦( 我
把电话号码留给你啦( %

交换了电话号码!陈小姐还把号码
拨了出去!男子手机响起!她丝毫不再
防备了&

在附近一家银行取款机上!陈小姐
取出

,***

元现金!借给了陌生男子& 而
取完钱后!她卡内余额只剩下几百元&

# 谢谢( %男子拿到钱!大摇大摆离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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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回到家后!陈小姐一个人
越想越不对劲& 她试着拨打男子留下的
电话!却传出关机的提示音& 这才发觉
上当!她赶紧报了警&

#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最起码!以后
我是轻易不敢再帮别人了& %陈小姐说&

昨日下午!东风路派出所值班民警
告诉记者!近日来他们已经接到数起类
似诈骗案!上当者多为年轻女性& 目前!

该派出所已对此类案件展开调查&

# 其实这类骗局并不高明! 嫌犯利
用人们善良的心理!实施诈骗犯罪& %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 路上碰到陌生人
借钱!一定不要轻易搭讪!不要实施帮
助! 最好直接跟民政部门或公安部门
联系&

今年
-+

岁的杨某是汝州人! 曾有盗
窃前科& 今年

&

月
.

日!杨某到登封市送表
矿区西送表村!经过村民刘某家门口!看
周围没人!大门上锁!遂将拴在大门前的
两头牛偷走!准备牵到市场上卖掉&

杨某赶着两头牛走在路上 ! 见迎
面过来一位中年男子! 杨某想就地将
牛卖掉! 免得被人发现追赶上来可就

麻烦了&

于是! 杨某很热情地上前!# 大哥!

买牛不$ %

中年男子一愣!问这两头牛是哪来
的!杨某说自家饲养的&

不料中年男子一把拽住他说 '# 买
啥买!这就是俺家的牛( 我会不认识$ %

杨某大惊!想挣脱又不是中年男子

的对手& 只好自认# 点背%被赶来的民警
控制&

原来中年男子正是失主刘某& 经鉴
定!被盗的这两头牛价值

&%**

元&

昨日! 登封市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
刑二年零六个月 ! 并处罚金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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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

月下旬!新密市公安局第二责
任区刑警中队接到牛店镇养猪户刘某报
案!称丢失良种猪

(

头&同年
++

月
'

日早上!

新密市米村镇陈某报案!称养的
+-

头肥猪
全部丢失& 今年

+

月
++

日早上!新密市袁庄
乡郭某报案称!

+/

头肥猪丢失)*

一系列盗猪案件! 引起新密警方高
度关注+经初步调查!民警获悉新密市尖
山乡国公岭村的马老三, 化名-曾干过屠
宰生意!

%**&

年
,

月中旬因为偷猪被郑
州市二七公安分局批捕后在逃&

民警围绕马老三调查时! 发现郑州
市二七区刘胡垌村的周鹏子, 化名-不养
猪却建有猪圈羊圈& 有群众反映!周鹏子
就是偷猪贼& 民警在调查时发现!登封市

唐庄乡的王黑子, 化名-也有偷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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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中旬!民警在周鹏子家附
近暗中守候了三天三夜&

-

月
%+

日清晨
&

时许! 民警看到有几人从周家出来!

坐上了周鹏子驾驶的农用三轮车!便
迅速出击!将几人控制!同时在周家发
现
%,

头生猪.

.*

多只活鸡& 经过突审!

民警又从登封市抓获了王黑子&

经过调查! 坐上周鹏子三轮车的
正是新密市尖山乡的马老三和弟弟马
老四, 化名- .洛阳市伊川县的曹奇文
, 化名- . 南阳市镇平县的杨金昌 , 化
名-等人& 据几人交代!

%**&

年马老三
因偷猪被批捕之后!不但没有罢手!反

而更加猖獗!并且把弟弟也拉来入伙& 随
后!马又与曹奇文.杨金昌.王黑子和周鹏
子勾结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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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人结成团伙后!租住在郑州市二七
区马寨镇一带!经常到郑少高速公路新密
段的白寨.袁庄.米村.牛店等村镇作案&

盗窃得手后!大部分由周鹏子销赃& 据几
人供述 ! 他们先后盗窃猪羊鸡

,**

多头
, 只- & 他们经常在作案得手后!还在猪圈
上写下顺口溜'# 你养猪我发财!明年养大
我再来& %

昨日!新密市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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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岁的女孩小敏家住郑州西郊
一家属院& 去年

++

月
.

日下午!小敏正在
院子内骑车玩耍时!同住一个家属院的

(

岁男孩洋洋也骑车过来玩&

就在洋洋经过小敏那一瞬间! 小敏
突然摔倒在地!大哭起来&小敏的家长闻
声赶到!发现小敏的头上流血了!赶紧将
小敏送到医院&经检查!小敏鼻梁已经骨
折!额部还有外伤&

小敏治疗出院后! 小敏的父母找到
洋洋的父母!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
+

万元& 洋洋的父母不认可!

认为小敏的伤与洋洋无关&

协商不成! 小敏的父母于
%**/

年
++

月
(

日! 以小敏的名义向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洋洋&要求
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洋
洋若不过去!小敏怎么会摔倒呢$ %

洋洋的父母不同意赔偿! 他们提
出!洋洋骑车玩耍没有错!小敏的父母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小敏的摔伤是
因为洋洋的过错造成&

但小敏的父母也提出!洋洋的父母
同样没有证据!证明洋洋当时没有错&

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是'洋洋骑
车经过小敏时致小敏摔倒在地!并产

生了相应的治疗费用和其他损失& 在双
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有错的情况
下!按照公平原则!都要承担一定责任&判
决洋洋承担其中的六成责任! 赔偿小敏
(**

余元&

一审判决下达后! 洋洋的父母不服!

提起上诉&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一审查
明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维持了一审判决的
双方担责比例& 但对认定的数额做出调
整!判决洋洋赔偿小敏

&**

余元&

àbcd ��m nop ���

�� ��1

小偷路上卖牛!正巧问到失主

# 大哥!买牛不$ %# 买啥买!这就是俺家的牛( %

# 你养猪我发财!明年养大我再来%

偷盗肥猪还留言
&

人团伙全归案

登封一小偷路
边卖牛!正巧遇到失
主&# 大哥!买牛不$ %

# 买啥买! 这就是俺
家的牛( %

# 你 养 猪 我 发
财 ! 明年养大我再
来( %

&

人组成的盗窃
团伙!大肆偷盗农民
养的猪 .羊 .鸡等家
禽家畜& 这伙人偷盗
肥猪后!还在墙上留
下上述言论& 昨日!

新密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

*+,-.&/012345

俩小孩一起玩 一个摔伤另一个没错也担责
法官说这是公平原则!双方谁也不能证明对方有错

俩小孩一起玩
耍 !一个摔伤 !另一
个没错是否要担责$

昨日!来自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给出了答案'双方均
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对方有错!依据公平
原则! 都有责任!另
一个担责六成&

与帅哥相遇+*分钟
她咋敢借他,***元$

陈小姐上当后很受伤!# 轻
易不敢再帮别人%

陌生路人向你张口就借
,***

元钱!你会答应吗$ 市民陈小姐认
为是做好事!就答应了& 发觉被骗
后!一向善良的陈小姐称'# 以后我
是轻易不敢再帮别人了( %

!abcd ��  ¡¢£

郑州二七广场$

数码快相基地(

放眼望去 ! 偌大的郑州二七广
场!# 数码快相%一个挨一个!生意做
到这份儿上!# 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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