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家!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补贴政策发布#再次引发消费者关注$ 笔者近日走
访河南大河车城瑞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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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时看到#随着新政实施#前来该店购车和试乘试驾的客户络
绎不绝$ 据大河车城瑞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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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销售经理介绍%高端汽车品牌瑞麒强力推出
#$

进化版
智能数字化车型$ 它搭载智能数字安全系统&智能数字节能系统和智能数字驾控系统#

以安全&节能&驾控三大领域的智能数字化表现#满足中原百姓对智能高品质小车的渴
望$

买汽车 到西环
看了大河瑞麒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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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麒
%$

进化版#在车型设计&配置方面全
面超越了国内同级别车型$ 进化版的

%$

#具备
&'($)$*+,-$*.,

的超大空间和
$*(/

容积的行
李箱#在空间上表现出众$

%$

独有的数字行车
电脑# 让用户实时掌握驾驶过程中车辆的各项
数据#帮助其快速灵活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此
外#

%$

进化版还配备了全车智能防盗系统&电
动空调&数字音频接入&自动锁车升窗等数十项
智能数字化装备#真正实现了小车智能化$

获得
012034

四星安全顶级认证的瑞麒
%$

进化版# 搭载了由多个气囊组成的全方位安全
防护体系#相比同级别传统小车而言#为驾驶者
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在品质保障方面#瑞
麒
%$

进化版提供了业内最长的
5

年
6$.

万公里超
长产品质量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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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麒
%$

进化版# 搭载领先的智能数字安全
系统&智能数字节能系统和智能数字驾控系统#

不但实现了性能&品质的全面突破#更具备了挑
战同级别日系小车的实力$

! 用适合的价格#买到国际化精品小车的品
质"#河南大河车城瑞麒品牌为让广大小车爱好
者的这一愿望成为现实$ 推出! 节能产品 惠民
有我"暨河南大河车城购车有! 金"喜 夏季大酬
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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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

月
&$

日#到店试乘试驾并留下购
车信息客户# 即可获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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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提供的精美礼品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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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老客户进店介绍亲朋好友购车#

即可获赠
.

张价值
.(((

元折扣券$ 为回馈奇瑞
.((

万用户#凡奇瑞汽车旗下任一款产品置换瑞
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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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场评估价加五千元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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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惠民政策实施# 河南大河车城瑞
麒巨惠促销活动同样进入销售巅峰状态# 笔者
提醒近期想购车的朋友# 不妨抓紧时间到

!"

店
看一看#或许还有更多的意外惊喜哟'

KLMK7NO7PQRS8TUV

WXJYZ[\"][^_`a"###b[c

$%defghJ#&'"()'*+'*'',

$%dPQghJ#&'"()'*+'*++

河南商报
!"#" ! $ " !% # $%&

ij '( ! kl )*+ ! ml ,- ! no ./0

3$!

有理有据

!"#$%&'()*+,-./%012/!!3455%6789:

089;<=>?&@ABCDEFGHIJKLLMN%OPQRSTUSV

O$>%WX"#P/STYZ[1\]:

pqrstuvwxy:

今年
!(

多岁的张泉生#系登封一房产开
发商$

据张泉生称#

.((*

年春节#他到嵩山大法
王寺烧香时#认识了梁村章#梁自称是省公安
厅的领导#! 春节期间我到登封暗访来了$ "

梁一番自吹自擂后#张泉生信了#两人
互留联系方式$ 梁村章说%! 我在省公安厅工
作#以后#地方上有事你只管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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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张泉生打电话给梁村章#让
他帮忙办土地使用证#! 能不能少交点土地
出让金$ "

梁村章称自己和登封市委的某书记是
战友#办这事没问题#但人说话不如钱说话$

张泉生承诺#只要办成事#钱不是问题$

张泉生说#从
.(('

年至今#他前后送给
梁村章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价值

.((

多万元$

其间# 张泉生每次打电话催促梁村章#

梁总说钱送出去了#就安心等着办手续吧$

梁村章还老是在电话里大谈省厅& 郑州
或者登封的一些官员# 并说为了把张泉生的
事办成#自己亲自登门找过哪个大领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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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 张泉生准备破土动工#土
地开发使用证的事仍没着落$

此时#梁村章说%! 省委已经安排让我担
任省纪委书记#任命马上就下来#以后有什
么事就打电话吧$ "

.((+

年#张泉生又陆续送给梁村章
&(

多
万元现金和一些中华烟$ 梁村章说%! 手续已
经办好了#我安排人给你送去$ "之后却再也
联系不上了$

今年
!

月
+

日#张泉生赶往郑州寻找梁村
章#半路遇交警盘查时#被告知驾驶证是假
的$

张泉生记得# 当时自己说没有驾驶证
时#梁村章当即打了个电话#嘱咐电话那边
的人给张泉生办一个驾驶证$

此刻#张泉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今年
,

月
$*

日#梁村章因涉嫌诈骗被刑拘$

!!

岁的梁村章# 原是新郑市一农民#初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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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说下空间密码呗
不给( 各找哥们儿决斗'

遭男网友拒绝#$'岁女孩感觉丢面子#双方$8人斗殴#$人重伤!人轻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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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固始县郭陆滩镇$

网吧内#

$'

岁的娜娜登上了朋友葛
某的

99

号#和对方的一个网友聊天$

视频中#娜娜发现#这个叫小强的
男孩年纪和她相仿#长得帅帅的#便试
图进他空间看看$ 但小强设置了密码#

她进不去$

! 帅哥#说一下你的空间密码呗' "

! 咱俩又不认识#凭啥告诉你' "对方拒
绝了$ 娜娜脸上挂不住了#张嘴就骂了
一句#而小强也不示弱#! 回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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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强就在不远处的网吧上网$

一阵激烈的对骂后#两人都怒不可
遏#提出决斗解决问题$

两天后#郭陆滩镇施琅大道桥南小
竹林内#两股人马应约赶到$

小强召集来王某&陈某等
$(

人#娜娜
召集来夏某&高某&桂某&时某等

,

人#双
方手持竹竿&木棍&树枝等! 兵器"#在竹
林中开始了较量$

! 战斗"结束后#双方清点人员#发
现都有人员受伤$

后经检查#王某致高某重伤#属九
级伤残#小强&王某等

!

人轻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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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固始县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

小强&娜娜#因聚众斗殴#分别获刑
&

年$

据办案法官介绍# 加上两位! 主
帅"#参与械斗的共有

$8

人#有
&

人未满
$+

岁) 包括
$,

岁的小强* #有一人未满
$'

岁#

最大的也只有
.$

岁$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都是留守家
庭的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后辍学#都是
没有正当职业# 都是在朋友一声召唤
下#! 义无反顾"地参与决斗++

判决结果#对他们同样! 惨烈"$

小强&娜娜带来的
$,

名同伙 #一人
因未满

$'

岁被免除刑罚#

&

人被另案处
理# 其余

$&

人因故意伤害或聚众斗殴#

分别被判刑
$

至
&

年
'

个月不等$

¯°³´$"*Dµ¶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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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一农民
*年骗一房产商.((多万
他到底用了啥! 迷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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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省公安厅工作# 有事你只管
说$ "

.(('

年以来#新郑农民梁村章冒
充省公安厅领导#以给办理土地使用证
为由#

*

年骗取登封房产开发商张泉生
.((

多万元$

,

月
.+

日#这名骗子被登封市检察
院批准逮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