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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审讯!民警发现!这起抢劫事件发生得
很偶然"

据受害人葛先生说!

"'

日夜!他在郑州市大石
桥乘公交车时!发现手机不见了" 于是!就用另一
部手机拨打那个电话!没想到居然打通了" 在电
话中!对方说手机是自己捡的!并和葛先生约好
到桐柏路与航海路交叉口见面"

心情很好的葛先生便如约来到约好的地点!

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见人来" 他再给自己的
那个手机打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就在葛先生急得团团转时!他发现路边停辆
面包车!里面有人正在打电话" 以为对方就是自
己约的人!葛先生上前询问#$ 是你捡了我的手机
吗% &

对方听了先是一愣! 笑着递给他一个手机#

' 看看!这是你的吗% &葛先生看看不是!他本想转
身走!但对方不愿意了" 从车上下来

)

个满身酒气
的人!拦住葛先生不让走"

几句话下来!双方起了争执!

)

个人撕扯中将
葛先生的手机给抢走了!然后驾车离去"

葛先生说他很倒霉!丢的手机没找到!还被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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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
"*

时
"*

分许! 郑州市特巡警二大队接到
了葛先生的报警! 中原夜巡

'

号民警杨彬和高英
魁赶到现场!见到了受害人葛先生"

据葛先生讲!对方抢走他的手机后!驾驶车牌
号为豫

!+!,%"

的面包车! 沿航海路由东向西跑
了"

民警将情况汇报给特巡警二大队指挥室后!

值班负责人立即协调其他
-

组民警在附近搜索"

%

分钟后!中原夜巡
&

号民警宋贺(张永恒在西环路
与化工路路口!将这辆嫌疑车辆拦下!当场抓获一
名嫌疑人!并从车内搜出了葛先生被抢的手机)

据被控制的嫌疑人冯某介绍! 他的两个同伴
已在中途下车回家* 民警遂赶到他们的住处进行
抓捕!但屋内没人*从桌子上还没收拾的残羹冷炙
来看!嫌疑人应该还会回来*

于是!民警开始守株待兔*

一个小时后!两人回来!被民警当场控制住*

经讯问!另两名男子都姓陈!事发前三人在一
起喝了

'

瓶白酒* 因为葛先生的话' 让人很不高
兴&!所以他们才抢了手机' 教训教训他&*

目前!

)

人已被移交到汝河路派出所接受进一
步处理*

丢手机后和拾的人约好见面
路口等了半天结果认错了人
对方一恼抢了他第二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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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年也是被你找到的!你忘了+ &小金鹏的
妈妈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含泪感谢警
察!却惊喜地发现#孩子丢两回!捡到他
的民警竟是同一个人*

前日
"'

时许!郑州市金水区柳林村里
中心大街和东一街交叉口! 三岁的小金鹏
坐在路边哇哇大哭*好心人问他父母是谁!

他都不搭理* 民警窦坤恰好路过!' 跟叔叔
走!叔叔帮你找妈妈好不好% &窦坤弯腰抱
起孩子!想不到孩子立即止住哭泣!坐到警
车上后!还高兴起来!东瞅瞅!西摸摸!似乎
对警车特感兴趣*

到柳林警务室!执勤民警一边跟沿街
商户打招呼! 一边通过村广播站发出通
知* 得到消息的于女士赶来时!小金鹏已
经跟警察叔叔混熟了!正呵呵地笑呢*

没有来得及抹掉激动的泪水! 于女
士破涕为笑#' 窦警官!怎么又是你啊+ &

原来! 去年小金鹏两岁时! 就走丢过一
次*当时家里人都急疯了*也是窦警官帮
忙找到的*后来小金鹏还经常念叨' 我要
坐警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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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娃走丢过两回
都被窦警官' 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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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见过乞
丐还戴着手表和金项链吗% 昨日!郑州
民警在西郊发现一疑似' 乞丐&!一查!

此人是一名逃犯*

-

月
"'

日上午
"*

时!中原公安分局治
安大队副大队长邵斌与民警贺冠华在
伏牛路看到一中年男子蓬头垢面,衣衫
褴褛!像个要饭的*

然而!细心的邵斌却发现该男子脏
兮兮的脖子上竟然戴着条金项链!手腕
上戴着两块手表!脚下的破衣服前还有
一个白色的女士坤包*

' 乞丐还戴着手表和金项链! 肯定
有问题+ &邵斌亮明身份!该男子回答问
题吞吞吐吐! 操着轻微的东北口音!却
执意说自己是郑州人*

就在邵斌蹲下身子准备打开女士
坤包检查时!该男子突然挥拳击向邵斌
的面部!随即跳起来逃跑* 邵斌一把将
其拽住!与贺冠华一起将该男子制服*

民警连夜进行讯问!该男子最终在
昨日凌晨交代原委* 其真名叫李想!

)(

岁!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人!于
'**,

年
%

月
"

日在北京持刀重伤他人后逃跑!系
北京大兴县公安局上网的逃犯*

昨日!此人已被北京警方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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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乞丐
有戴金项链的吗
民警就发现了这么一个
一查是北京来的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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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市交警支队通报#

-

天前在西郊撞死人逃跑的那个司机逮
住了*

(

日
''

时
-*

分!交警二大队接
""*

指
挥中心指令!郑州市西三环电厂路地上
躺一个人!旁边有辆电动车* 民警潘斌(

郭伟(张研深迅速赶到!证实为一起交
通肇事逃逸事故现场#一中年男子- 郑
州某学院教师李某.当场死亡*

目击证人王某说!肇事车辆为一辆
黑色轿车!车牌后三位是'

%$,

&*

"*

日早上!民警通过现场提取到的
肇事轿车的护板碎片及大灯! 到

$

个修
理厂进行反复鉴定!最终锁定肇事车辆
为别克牌轿车* 搜寻范围随后扩大!民
警走访了全市

-*

多个汽修厂* 经比对!

找到了肇事车* 肇事司机锁定为车主邱
某的丈夫刘某* 目前!刘某已被刑事拘
留!还将面临终身禁驾*

拿着碎片对车型
全城寻找' %$,&

撞死人逃跑的司机逮住了

胡姓处长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这件
事!政府也很头痛*

' 村民搬迁,垃圾厂升级改造,村民健康检查,

小城镇建设规划!这些我们都在做!但垃圾厂附近
都是基本农田!土地审批手续非常复杂!组织体检
我们也和卫生部门联系了! 至于垃圾厂升级改造!

由于金融危机!好多商家都不愿投资!市政府为这
事也很头痛!但既然事情出来了!我们就会面对* &

会谈中! 张李垌村村主任闫海潮曾提出!成
都一垃圾厂和郑州垃圾厂情况一样!当地政府部

门进行了改造后!污染问题再没发生过*

对此!胡姓处长说!他们向领导汇报后!将会
尽快到当地考察*' 如果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我
们会尽快拿出方案* 请村民给我们两天时间!我
们会再次给回复* &

如果村民再次堵路!郑州市的垃圾将如何处
理%对此!郑州市市政管理局司姓副局长称!他们
堵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如果再次出现!他们的
做法还是#

'&**

吨生活垃圾分流到荥阳垃圾电厂
&**./***

吨!然后找村民协商*

郑州市三级政府拿出的四条意见!村民并不满意!市政府#

' 请再给我们两天时间&

昨日下午! 就郑州市垃圾综
合处理厂污染一事! 郑州市各级
政府代表与张李垌村村民进行了
五方会谈* 由于没有具体解决方
案!协商' 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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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引发的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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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张李垌村村民因不满垃
圾厂带来的污染!又一次拦路堵截垃
圾车! 郑州市内近

'***

吨垃圾无法
运出* / 河南商报0在随后几天!持续
关注此事*

堵路当晚!郑州市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对村民承诺#一是免费为房屋位
于垃圾厂方圆

%**

米以内的村民做体
检1二是为村民在外租房!按政策提
供一定的过渡费等!并表示

"*

日内给
予答复*

昨日下午!在侯寨乡政府!郑州
市市政府,郑州市市政管理局,二七
区政府, 侯寨乡政府等各方代表!就
承诺事项向张李垌村村民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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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市政府五处胡姓处长向
村民代表表达了政府意见#一是建议
村民整体搬迁或者有选择地搬迁1二
是市政府将以招商引资方式对垃圾
厂进行升级改造1三是通过小城镇建
设规划对张李垌村进行改造1四是市
政府将协调卫生部门对该村的老人,

妇女和儿童进行体检*

随后! 郑州市市政管理局司姓
副局长称! 他们的工作人员已在垃
圾厂内撒上了生化制剂! 让培育出
来的菌种杀死垃圾中的细菌和消除
气味*

但这个说法村民并不满意#' 这
些东西两年前就放过!根本不管用*&

昨晚
(

时许! 郑州市人民路环卫中转站的垃
圾车已经陆续送来垃圾了* 听说垃圾厂又被堵!

中转站管理员李师傅又发愁了#' 这一晚上又要
作难了+ &

李师傅说!人民路环卫中转站辖区一天可产
生
"**

吨左右的垃圾* 一年前!还在二七路环卫中
转站工作的李师傅就已经经历过一起类似事件!

由于中转站的垃圾没有办法运输出去!整个繁华
的二七路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

经常负责送紫荆山附近几个家属院垃圾的张
师傅说!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暂且把垃圾留在居民
院里* 家住紫荆山路

%

号院的王女士皱着眉头说!去
年
&

月那次!垃圾有
$

天没清!苍蝇四处飞!其实过了
)

天院里就没下脚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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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级政府的答复!村民并不满意*

村民认为!这依然是一个空头支票!他们需
要的是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我们村

%**

多户
)***

多人怎么搬迁% 我们走了地怎么办% 孩子上学怎
么办% 我们要搬到哪里% 有选址没有% &村民说!

他们就两个要求#检查身体!能让垃圾不臭就中*

针对村民说法!胡姓处长说!他们也是来给

村民传话的#' 领导怎么给我们说的!我们就及时
把信息传递给你们* 你们的提问!我们回去后将
会第一时间汇报* &

昨日下午
%

时
-%

分! 由于到会的郑州市各级
政府代表没有拿出具体方案!协商' 流产&!数十
名村民在抱怨中离开乡政府大院!下午

$

时许!张
李垌村村民再次把路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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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丢了! 和捡手机的人约好在路口
见面* 久等不至!失主问路人#是不是你捡
了我的手机% 一句话惹恼对方!引发了一起
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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