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公安机关已将参与殴打摊贩的主要负责人拘留!五里堡办事处决定承担伤者医疗费用

殴打摊贩的副科长" 李杰#

曾因执法问题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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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在公交车上!有人似乎把这传
统丢了%

昨日上午
/.

时许!网友"
234450

&在河南
/..6

社区
以' 史上最淡定的( 公交男&!到了如此淡定的境界)为
题!发表了一张图片%

在这张图片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 一辆公共汽车
上!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眼镜的男子坐在座位上!脸
朝窗外% 而在该男子身边!则站着一位身穿花上衣*满
脸皱纹的老太太%

图片中!戴眼镜的男子表情沉重!非常淡定!就像
没有看到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太一样% 老太太用手扶着
公交车上的栏杆!眼睛注视前方!但从老太太的表情可
以看出!她对旁边坐着的这名男子有些不满%

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何不给老人让座% 随后!

记者联系到了原帖的发帖者+
78977::;0

&%

网友"
78977::;0

&称!平时!在公交车上!他碰到的同
龄人都很自觉!都会主动让座!而碰上公交男的那天!却
让他开了一回眼%

" 当时我坐他前面!因为是老弱病残专用座!所以
我的座让给了一个老头% 这男人之前看着老太太!看到
我让座后!就把脸转过去了% 这张图不是我偷拍的!是
直接拍的!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又转过脸去!假装没看
到老太太% 对于这种男人!我只能说$, 你够贱!男人!你
该起身了-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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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一根电缆!灭了五处红绿灯
郑州市供电局回应称!检修计划是提前制订的!无法随意更改

有市民建议$维修电缆时!应该人性化一些

昨日! 郑州市紫荆山转盘附
近的红绿灯从早上

"

时到下午
,

时许都不亮了%原来!供电公司正
在检修一根电缆%对此!有市民质
疑$+ 检修电缆! 能不能再人性化
一点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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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

时许! 有读者致电商
报称!紫荆山转盘附近的红绿灯都不
亮了!过马路有点吓人%

记者在现场发现 ! 围绕紫荆山
转盘的

#

处红绿灯都不亮了%近十名
交通协管员以及数名交警正在维持
秩序%

紫荆山转盘中间的小花园!也被
交警封锁!禁止通行%

一李姓交通协管员说 $" 下午我
上班时!听同事说!好像从早上起红
绿灯就不亮了% &

人民路西侧卖报纸的老大爷证实
了她的说法$" 早上

"

时许! 我在这摆摊
的时候!红绿灯就不亮了% &

路边!电动车川流不息!行人张女
士抱怨$" 红绿灯不亮! 可让这帮电动
车撒欢了!一点规矩都没有%这可苦了
我们行人!过马路没有一点安全感% &

在现场执勤的交警一大队民警说$" 这里
的红绿灯正在集中检修!至于何时恢复正常!

我也不知道% &

随后! 记者致电负责红绿灯工作的交
警八大队! 一工作人员称$" 紫荆山附近停
电了!所以红绿灯没亮% &

记者走访了附近商家!他们均表示!当
天下午并没有停电%

到底是检修还是没电0

记者拨通了郑州市供电公司的电话!

工作人员说$" 经五路纬一路上一根电缆正
在进行移位!时间从早上

"

时至下午
,

时% 紫
荆山附近的红绿灯以及周边部分家属院的
用电!都由这根电缆维持!所以红绿灯才都
不亮了% 商家以及附近写字楼所用的电!不
由这根电缆输送!才会有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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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荆山附近中青大厦办公的宋女
士质疑$" 紫荆山转盘附近车多人多!如果
供电公司选择在晚上检修电缆!影响一定
会比白天小!也安全得多% 供电公司为什
么不这么做呢0 &

对此! 郑州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称$

" 我们的检修计划是十天前制订好的!哪一天
检修哪一段电缆!无法随意更改% &

对此!网友" 郑州之我见&在百度郑州吧
发帖称$" 就为了一根电缆! 大白天的把红绿
灯给灭了%下次检修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行
人考虑一下!让计划人性化一点% &

淡定" 公交男&

你该起身了
坐在" 老弱病残专用座&上!

他看到老太太后把脸转向窗外
网友称!有素质的年轻人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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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城管与商贩交恶之事!市民张先
生称$" 这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 让人寒
心% 为何不启动问责制呢0 &

而赵先生则认为!城管是帮忙管理这

个城市*为市民服务的% 部分人员却因
拥有执法权而野蛮执法!这是对" 城管&

一词的亵渎% 只有改变执法方式!文明
执法!才能得到市民拥护!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

" 希望办事处严管执法人员!制定严格
的规章制度! 而非城管与市民交恶后才处
理% &市民张女士建议%

昨日!商报
1(,

版以' 城管
<=

摊贩$又见流血 又见冲突)为
题!报道了一对摊贩夫妻被城管殴打一事%目前!参与殴打摊贩的
主要负责人被拘留!五里堡办事处决定承担伤者医疗费用%

市民呼吁!今后遇到城管野蛮执法!相关部门应启动问责制!

只有改变执法方式!才能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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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商报
1(,

版以' 城管
<=

摊贩$又
见流血 又见冲突)为题!报道了二七区五
里堡办事处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追打
一对摊贩夫妻十几米远!百余名目击市民
随后掀翻三辆执法车一事% 事件发生后!

五里堡办事处市政科科长以及副科长被
免职*待岗三个月%

记者采访中获悉! 该副科长名叫李
杰%

据悉!这次事件并非偶然%据报道!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二七区五
里堡办事处城管科指派胡志宾* 张喜
明*李永健

)

名协管员!驾驶一辆蓝色昌
河城管车!前往大学路与中原东路交叉
口清理占道% 清理中!在劝阻占道经营
户无效的情况下!协管员胡志宾态度恶
劣*行为粗暴!与占道商户赵广远*陈重
夫妇发生争执!出现推拉撕扯!最终打

起来% 胡志宾继而将商户夫妇销售的袜子
扔进金水河中!造成大量群众围观%

当时! 二七区政府对五里堡办事处进
行全区通报批评称$ 五里堡办事处城管科
科长李杰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给予行政记
过处分1 对无行政执法资格的直接责任人
胡志宾*张喜明*李永健予以辞退%

细心的网友发现该报道后质疑$" 李杰
已经记过处分了!怎么当上副科长了0 &

被打者王良刚鼻梁轻微骨折!两颗门牙被打掉1其爱人
余翠萍的头部软组织裂伤!缝了三四针!两颗假牙被打丢%昨
日下午!五里堡办事处又送了

#+++

元医药费%

二七区政府发布了' 违法占道事件处理汇报) !通报了整
个事件的处理结果!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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