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许昌讯!记者 谢耀军 刘华 实

习生 王少华 通讯员 秀 军" 甲地盗窃!

乙地销赃!丙地藏身"昨日"记者从许昌

市魏都区公安分局获悉"一个#盗销一

条龙$的流窜盗窃犯罪团伙被该局一网

打尽%

撬窗入室盗窃案频发

!""#

年
$$

月
!$

日
!$

时许" 许昌

市民张先生一家人在酒店聚餐"当他们

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后却愣住了&客厅

窗户的防盗网被剪开了一个大口"家里

存放的
!%&

万元现金 ' 一台便携式

'('

!一部手机等被盗(

当日
!!

时许" 与张先生同在一个

小区的王女士回到家后也发现"自己家

防盗窗上的钢筋被扭弯"存放在家中的

铂金首饰' 翡翠挂件及
#)**

元现金不

翼而飞( 同年
$!

月"类似的撬窗入室盗

窃案先后在许昌市区南关大街'西大街

等小区出现(

这些案件发生后"魏都区公安分局

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民警在侦查中发

现"犯罪嫌疑人均是使用管钳之类的作

案工具剪切'扭断防盗窗"钻窗入室行

窃的(

窃贼供述作案#经验$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摸排" 民警将

目标锁定在洛阳籍男子张某和鲁某身

上(

&

月
$$

日"民警获悉张某'鲁某在洛

阳市区出现(

&

月
$&

日中午"在洛阳火车

站附近一宾馆内" 民警成功抓获了犯罪

嫌疑人鲁某( 当晚"张某也落入法网( 随

后"涉嫌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犯

罪嫌疑人逯某和程某也相继被抓获(

经审讯"鲁某'张某交代了去年二

人密谋后在许昌市区撬窗入室盗窃
&*

余起的犯罪事实( 原来"张某'鲁某既是

同乡又是狱友"吃喝嫖赌使无正当经济

来源的他们花销巨大( 为此"他们准备

了手套' 管钳等作案工具后流窜到许

昌"专门在晚饭时分"选择中高档住宅

小区一'二楼靠近后围墙且家中不亮灯

的住户作案(

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认为

在晚饭时"没有亮灯的住户家中肯定没

人"于是便利用这个可乘之机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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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记者 汲瑞
!

文图"昨

日"家住郑州市北环路中段的

先生"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终于在

某银行办理了开户业务( 虽然身

份证不假"但是 先生却因为这

个身份证在办理银行开户业务

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查无身份证信息&

银行不开户

今年
$

月" 先生调入某单位

工作"这个单位员工工资交由郑州

市金水路某银行代发" 每月
!*

日

是发工资的日子(

!

月
$+

日" 先

生所在的单位财务工作人员通知

他"快到发工资时间了"让他赶快

到指定银行办理银行账户(

先生来到该指定银行办

理账号开通业务" 根据银行要

求 " 先生把相关资料填写完

毕"最后交验身份证( 此时"银行

工作人员对 先生说&)按照银

行相关规定"我们无法给你办理

开户业务( 原因是你的身份证号

在我们这里查不到( $)查不到*

难道我的身份证有问题* 前年办

的二代身份证"出差和办事都用

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呀"是不是

这家银行业务系统有问题 * $

先生带着怀疑的态度"第二天换

了一家银行办理相同业务"这家

银行工作人员说的原因相同"仍

然不能办理开户业务% 又一次被

拒绝后" 先生便来到了给他办

理身份证的郑州市丰产路派出

所%

派出所出示户籍证明
仍不管用

先生向户籍民警说明了

事情的经过% 民警认真核实了

先生的户籍信息"并告诉他&)你

的身份证和相关信息确实无错"

像你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我们

给你开个户籍证明"你可以再到

银行试试% 银行系统查不到你的

信息可能是信息还没更新% $

银行怕丢大客户
特事特办

拿着户籍证明和其他有效

证件" 先生又一次找到那家指

定银行"却仍然被拒绝了% 银行

工作人员说&)查无你的身份证

号"按银行的相关规定"有户籍

证明还不能完全证明你的身份"

哪个业务员给你办了这项业务

就挨罚
+*

元% $眼瞅着快到发工

资的时间" 先生希望银行工作

人员能特事特办% 银行工作人员

却说不行% 多次碰壁的 先生找

到了单位财务人员% 财务人员首

先和这家银行的分理点负责人

进行了电话沟通 % 对方仍不同

意"最后"财务人员只得说&)如

不办理"我们下一步就不在你这

家银行办理业务了% $经过协调"

这家银行的负责人因怕影响业

务"最后勉强为 先生办理了开

户业务%

遇到类似问题
这样解决

据悉 "在工作生活中 "合法

有效的身份证办不了银行业务

不是个案" 一代身份证有之"二

代身份证反映情况也不少% 遇到

这种问题该怎么办* 为此"记者

采访了省公安厅相关业务人员%

据介绍"中国人民银行 '公安部

联合发了+关于切实做好联网核

查公民身份信息有关工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对于身份证件号

码不存在'身份证件号码存在但

与姓名不匹配或反馈照片不相

符的"可要求客户出示居民户口

簿'护照'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

有效证件"对相关居民身份证的

真实性进一步核实% 经佐证"相

关居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的"

银行机构应留存相关证件复印

件"并继续办理相关业务% 对于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银行机构也

可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

机具进行鉴别% 如经鉴别相关居

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银行机

构应继续办理相关业务% 需要公

安机关核实的"银行还应为客户

出具联网核查结果证明"由客户

持该证明到被核查人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申请核实% 公安机关

应予以受理并于受理核实申请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核实情

况反馈申请人% 如经核实相关居

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公安机

关应及时为相关个人更新相关

公民身份信息% 客户可持居民身

份证和公安机关核实并填写的

回执到银行机构申请办理业务"

银行机构不得拒绝% 如属于银行

系统需要更新"银行与公安部门

都要积极配合共同维护储户的

利益%

家中无人不亮灯
小心被贼惦记

安报讯 !记者 杨 勇"#我家

的祖坟要拆迁"里面挖出了宝贝"

我下岗了"孩子在上学"不得已要

把东西卖掉% $有人这样推销#文

物$你敢要吗*

昨日上午
,

时
&*

分"在郑州

市商城路东段的商城遗址前"一

个中年男子背着一个破旧的挎

包" 手里神神秘秘地拿着一个金

光闪闪的 #小金佛$ 在向路人兜

售% 一位骑电动车路过的年轻人

停下脚步"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小

金佛$%

看到来人犹豫的神色" 中年

男人更加神秘地拉着年轻人走到

商城遗址上" 从挎包里又拿出一

个古色古香的小瓷碗和一个酒

杯'两个布满了绿锈的铜镜%中年

男子带着一幅无可奈何的神色

说&#我是咱近郊的" 城区改造要

我家的祖坟拆迁" 俺的祖上做过

大官" 没想到从里面挖出了这些

宝贝%家里头现在不景气了"我也

下岗了"孩子正上学呢"没办法我

才把东西拿出来卖" 想想咱真不

孝呀- $

看着中年男子 #诚恳$ 的面

孔"年轻人忍不住动心了"两个人

开始从金佛的材质上争论是金的

还是铜的% #不管咋样"光在地下

埋了这些年"它也是文物"肯定值

钱 " 就是铜的少说也值四五千

块% $中年男子一口咬定自己的宝

贝是文物%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年

轻人准备用
!-**

元买下% 就在

两人准备交易时"管城回族区巡

防队员翟江强 '白李铭 '田杰巡

逻到此% 看到巡防队员"中年男

子立即慌慌张张地收起宝贝要

走"而一心要淘个宝贝的年轻人

却拉着他不放% 两个人的争执引

起了巡防队员的注意% 在听说了

事情的缘由后"巡防队员告诉年

轻人&#私自贩卖'收购国家文物

是违法的$% 而此时中年男子却

再也不说自己的东西是祖坟里

挖出的了%

在郑州市东大街派出所"面

对民警的询问" 中年男子承认自

己不是下岗职工" 而是禹州市张

德乡的农民" 所谓的文物是从古

玩市场购买的仿古工艺品" 仅仅

值几十块钱%后来"中年男子在民

警的批评教育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派出所%

!线索提供 魏瑞明"

声称祖坟里挖出文物
实为仿古工艺品

遇到这种问题公安人员教你该咋办

安报讯 !记者 王建芳 通讯员

范玉军 "

.+

年前的一场车祸 " 使
,

岁的她失去了左脚脚趾 "

$+

年后一

个所谓脚掌修补的整形手术" 却使

她失去了整只左脚%更奇怪的是"术

后她一直低烧不退"创面不愈合"后

经别的医院检查" 竟是体内残留了

一截引流管%她家庭贫困"父母都是

残疾人" 面对巨额的医疗费和态度

强硬的医院" 父亲只得背着她来到

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法援中心寻求

帮助"昨日"法援中心正式受理了此

次求助%

小芳 .化名 /是郑州市惠济区

铁路寨村人 "

$,,&

年
/

月 "

,

岁的

她正在自家附近玩耍 "突然被一辆

疾驰而过的卡车撞翻 "车轮碾过了

她的脚面 "小芳昏了过去 "后被送

到郑州某医院 ( 医生说必须把小芳

左脚脚趾全部切除 "小芳家人只得

同意 (

但是切除脚趾的手术似乎做得

并不成功" 手术创面一直流脓流血"

不久脚底还生出了许多小疮(在这种

情况下" 小芳家人多次与医院交涉"

最终"医院同意让小芳过一段时间去

医院治疗一下(

!**#

年
$

月"小芳截趾处疼痛不

止"经医院同意后"小芳入院治疗(一

周后"医院要求小芳做一个脚面整形

修补手术"声称如不做手术"感染会

继续向上蔓延(爱女心切的小芳父母

只得签字同意(

然而" 脚面整形修补手术的结果

竟是" 医生把小芳的整只左脚都切除

了(对此医院的解释是)手术必须$(虽

然有些想不通" 但看着几经病痛折磨

的女儿" 小芳父母此刻也只能相信医

院(

但是"情况却不见好转"二次手术

后"截肢处不但没有如期愈合"小芳反

而出现了持续低烧"神志不清的状况(

于是心下犯疑的小芳父母带着小芳来

到惠济区人民医院检查"结果被告之&

小芳体内残留了一截引流管(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真是如五

雷轰顶( $小芳的父亲说(气愤难忍的

小芳的父母去找某医院讨说法"医院

方只同意免费再做一次手术"却并不

同意赔偿(

小芳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本来

就不富裕" 当时因肇事车辆逃逸"家

庭为小芳的两次手术费"已经耗尽了

家产" 再加上小芳常年吃药住院"此

刻的家庭已是一贫如洗(

幸好"前不久惠济区司法局开展

送法下乡活动"使小芳的父母了解到

政府有专门机构免费帮穷人打官司"

于是他们背着小芳来到惠济区司法

局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法援中心经过

审查" 认为小芳一家符合援助条件"

于
&

月
!/

日正式受理小芳的援助申

请( 目前"他们正在为小芳做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

"#岁少女求助法援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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