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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舞钢市八台镇 事关铁矿公司开发村庄问题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

安报记者 陈亚洲
!

文图

安报讯 !记者 李向华 实习生

刘峰杰
!

文 汲 瑞
!

图 "!这里有位孕

妇"请大家注意不要拥挤# $昨日下

午" 河南教育学院的志愿者们来到

了郑州市紫荆山立交桥公交站牌

下"手拿自制的公交车次号码"义务

为方便市民乘车服务"维持秩序"保

护乘客安全%如图&# 而在不远处"则

是他们的义务法律服务队" 为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据这次活动的负责人蒋红中介绍

说 '!郑东新区大学城有
!"

多所高

校" 每到周六周日在这里乘车都很

困难" 也经常有同学抱怨说上车的

时候手机被偷了# 为此他们组成了

志愿者服务队" 为市民和广大学生

服务" 同时在该公交站台附近进行

法律咨询服务# $

安报驻马店讯 !记者 陈 磊 通

讯员 张晶晶 付银会
"

!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

#

月
$%

日" 这首爱的旋律

在驻马店市监狱上空久久飘扬*回

荡#

当日上午" 驻马店市监狱举行

为杨飞同志捐款仪式#监狱领导*全

体民警争相慷慨解囊'罗启中
!"""

元"陈华
!"""

元))同志们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 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

帮助杨飞渡过难关#

杨飞是该市市监狱三监区一

名普通民警 " 工作勤恳 " 为人忠

厚"长年战斗在管教第一线# 在一

次带领罪犯外诊时 " 杨飞顺便向

大夫咨询了长在脖颈处的一溜疙

瘩吃什么药才能消下去 # 不想大

夫看后神情严肃 " 马上给杨飞开

了住院证明# 经检查是肺癌"病情

十分严重# 望着哭成泪人的家属"

杨飞平静地说 "咱不治了 "省些钱

给孩子上学用吧#

消息传来"同事们都呆了#杨飞

还这么年轻"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年

迈的双亲还在"家属下岗))不行"

一定要给杨飞治病" 不能让他这么

绝望"不能让咱的战友少一个+

当监狱长冯峰*政委吴丽把同

志们的捐款送到杨飞手中时"杨飞

的泪水潸然而下 # 手捧着沉甸甸

的捐款"杨飞仿佛看到了亲爱的战

友们那一双双鼓励的眼神 # 他激

动地说'!请监狱长 *政委放心 "请

同志们放心 " 我一定配合医生治

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早日

回到同志们的身边"早日再为单位

作贡献# $

安报讯!记者 杨 勇
!

文 樊勇军
!

图"

#

月
$&

日下午"省高速交警支队

柳林大队的民警" 在郑州东收费站

查获一起利用高科技遥控技术"遮

挡车辆牌照的交通违法行为# 驾驶

员贾某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当日下午" 省高速交警支队柳

林大队的民警魏国海* 杨继超在郑

州东站执勤#

!'

时
("

分许"一辆黑

色丰田轿车徐徐驶下郑州东站# 就

在该轿车正要交费出站的时候"杨

继超突然发现" 明明下收费站前没

有悬挂牌照的车辆" 现在却露出了

皖
)#$!!!

的车牌照#凭着职业的敏

感"他感觉到此车一定有问题"遂立

即拦下该车检查#

原来"在车牌架两端"有一个微

型传送带" 连着牌照架底部的一块

迷彩布#最后"贾某交出了一个微型

遥控器"在车内"只需轻轻一按遥控

按钮"迷彩布就会自由升降%如图&"

从而达到遮挡号牌" 逃避雷达测速

装置或者其他交通违法的目的#

最后民警让贾某拆除了该违

法装置"并对贾某作出了相应的处

罚#

!线索提供 史瑞杰"

安报讯 !记者 张书峰

李飞 通讯员 申建中 晋晓

玉" 一拉泔水的三轮车与一

辆电动车相撞" 将电动车司

机的右腿膝盖骨撞成粉碎性

骨折"三轮车司机驾车逃逸"

等办案民警找到肇事司机

时" 肇事司机不承认自己有

三轮车" 并否认自己驾车撞

人#最后"民警在该司机家的

猪圈里找到了隐蔽的肇事三

轮车后" 肇事司机不得不承

认自己肇事#昨日"肇事司机

已被治安拘留#

#

月
!(

日
$$

时许"新密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六中队民

警米立峰*高建伟*李栓富接

到报警"在该市青屏大街与北

密新路十字路口附近发生一

起交通逃逸事故#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 肇事三轮车已逃逸"

只有一个电动车和受伤的电

动车司机杨女士"民警将杨女

士送到医院#根据杨女士提供

的线索"民警在网上查得车牌

为豫
*+$#",

的三轮车车主

是在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居

住的张某# 在张某家中"张某

否认自己有三轮车#民警们准

备走时"听到猪圈里呼啦一声

响"回头一看"一辆三轮车从

一堆玉米秆中露了出来# 原

来"刚才他家的猪在拱三轮车

时将覆盖在上面的玉米秆拱

掉#张某在豫
*+$#",

的三轮

车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肇事

逃逸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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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科技挡车牌

安报讯 !记者 王 悦 通讯员

郄林蓬"!乙炔气厂爆炸了" 里面全

是钢瓶呀+ $昨日下午"许昌一乙炔

气厂充装乙炔的管道爆炸"

#"

个已

经充装好的钢瓶就像
#"

个!定时炸

弹$"威胁着周围人的生命# 许昌消

防经过
&"

分钟的营救"终将大火扑

灭"钢瓶也转移到安全地带"幸无人

员伤亡#

当日
!-

时
".

分" 许昌市魏都

区高桥营乡许八村的一个乙炔气厂

充装乙炔气的管道发生爆炸" 巨大

的爆炸冲击力把周围建筑的门窗玻

璃全部震碎" 大火迅速烧遍了乙炔

气体充装车间#

据知情人讲" 事故发生后"厂

方负责人已不知去向"车间里面的

几十个乙炔气钢瓶已被熏黑" 有些

被烧得通红"明显变形"而此时部分

在出事前正在充装的钢瓶还在向外

喷着火苗#如不及时消除火苗"不但

会造成火势蔓延" 而且长时间燃烧

还会致使气罐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

想#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官兵和赶到

现场的辖区派出所民警紧急疏散了

周围村民和围观群众#

!水枪上阵" 冷却乙炔气钢瓶"

防止爆炸# $

!%

时许"火势得到了有

效控制" 泄漏的几个乙炔气钢瓶基

本已经燃烧殆尽"瓶口火焰被扑灭#

两名消防官兵在水枪手的掩护下进

入爆炸车间关掉并转移泄漏的钢

瓶#

!%

时
!"

分"消防官兵们面对火

场热浪和浓烟" 冒着随时爆炸的危

险" 将一个个烫手的钢瓶转移到空

旷安全的地方#

据统计" 消防官兵先后从火场

转移出
'"

公斤乙炔气钢瓶
#"

个#

4567

爆炸车间搬出
#$个#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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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解囊
助肺癌同事抗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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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闯进院子里"什么

话也不说 "见人就打 "见物就

砸+ $在舞钢市人民医院病房

内"舞钢市八台镇小唐村村民

苗付贵正打着吊针说着# 记者

看到 " 苗付贵的左手绑着绷

带 "头部有两处伤口 "脸上血

口仍清晰可见#

诊断报告显示"苗付贵的

左尺骨和右腓骨骨折# 而在他

对面的病床上"他儿子苗文睿

头部带着网套"浑身血迹# !我

儿子头上的口子有这么长"昏

迷了好长时间# $在一旁的苗

付贵的妻子一边向记者哭诉

一边比画着#

苗付贵及弟弟苗建帮向

记者介绍了事发经过'

#

月
$&

日
$$

时
#"

分许"

苗付贵和弟弟苗建帮两家人正

在苗付贵家边看电视边聊天#

突然" 外面响起了阵阵的撞门

声# 苗文睿立即跑到院内看看

怎么回事"忽然见大门被撞开"

几十个手持棍棒的年轻人冲进

院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棍

子已打在了他的头上" 鲜血直

流的他顿时昏迷" 并被打人者

拖到了大门口# 苗建帮和儿子

发现这帮人见人就打" 就赶紧

爬到平房顶"跳出院外#而苗付

贵则被堵进了屋里"为了躲避"

他把内屋里的门反锁上" 可是

木门经不住踹" 不一会儿被踹

烂"打人者围住苗付贵"边用手

中的棍棒狠狠地打他"边说!看

你还敢不敢出头$" 直到他昏

迷# 同时"这些人也在进行着破

坏活动" 家里凡是能用的东西

都被砸碎*打烂# 等逃出去的苗

建帮回到家时" 也发现自己的

家也被打砸一番# 随后"苗建帮

打电话报了案#

记者在苗付贵和苗建帮的

家看到" 苗付贵家的铁大门被

撞开了大口" 大门口还有片片

血迹#在正屋内"墙上的玻璃全

被砸烂"家里的电视机*冰箱*

家具等全被砸得面目全非"屋

内到处是破碎的物品" 现场一

片狼藉#

苗付贵说" 他所在的小唐村的耕

地下有铁矿资源" 最近有一家铁矿公

司正准备在此搞矿产开发" 但村民一

直就该公司土地使用证问题和村民的

搬迁*吃水等问题有不同意见# 苗付贵

和作为村组长的弟弟苗建帮就带领群

众反映问题"但一直未果#

!就在十几天前"突然有人给我兄

弟打电话"让我们不要在带头管这事"

否则就没啥好结果# 当天中午又有人

打电话再次警告我们" 没想到晚上我

们两家就出事了# 肯定有人在打击报

复我们+ $苗付贵说#

记者获悉"事情发生后"舞钢市八

台镇派出所和舞钢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的民警及时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目前"

此事仍在调查处理之中#

深
夜
被
打
砸

疑
被
人
报
复

大学生

驾驶员

苗
付
贵
的
家
里
一
片
狼
藉 苗付贵被打得多处受伤

肇事车藏猪圈
却被猪%供&出

深夜# 一群年轻人手持统一的

棍棒# 闯进两户村民家里# 二话不

说#乱砸乱打#致使两人受伤#家具

电器等物品几乎被全部毁坏# 两村

民的手机$ 银行卡及
#

万余元现金

也被抢走% 昨日上午#记者接到受伤

者的反映后#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