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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石闯

昨日
!"

时许!安阳市民王

先生驾车行至安阳市三道街南

段时发现! 一人站在路中央纹

丝不动!他急忙鸣笛!但此人仍

然不动" 王先生正要发怒却发

现原来是一个#草人$% 该&草

人$ 原是一个雨伞插在无盖窨

井上!&头$上戴了一个大红花%

出租车司机乔先生称! 前日该

窨井盖丢失! 不知是谁用该警

示物品提醒路人! 他们过往时

放心多了! 但还是希望有关部

门及时补充窨井盖%

'线索提供 刘女士(

安报首席记者 王富晓

记者 魏俊浩 摄影报道

新闻后续

安报讯
!

月
!#

日! 安报
$%

版以"为避严寒!女子栖身公厕#

为题!报道了一名女子为避严寒!

躲进安阳市灯塔路中段路南的公

厕内!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的事情$

昨日记者从安阳地区医院获悉!

该女子目前已经逐渐康复起来$

%她的冻伤非常严重!引发感

染!胸部&臀部&腿肚等多个部位

已经溃烂! 有的伤口比鸡蛋还

大$ '安阳地区医院急诊室主任杨

庆福说!民警将该女子送来之后!

他们随即对其进行了紧急治疗!

这才让其保住了生命$ %她患有精

神分裂症!前言不搭后语!身边也

没有一个亲人!我们的医生&护士

等就轮流着照顾她$ '除了医药费

外! 不少医务人员还从家里拿来

了棉袄等送给她$

!

首席记者 石闯

安报讯 昨日! 一个藏身于

农家小院制造假种子的 %黑窝点'

被端掉!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了

&$$$

多公斤假冒玉米种子$ 据介

绍! 这些假种子一旦流入市场!将

会使
!$$$

多亩地%遭殃'$

假种窝点被端掉

昨日
"$

时许! 安阳县吕村镇

湘河店村东头一户居民家院门紧

闭! 看上去与其他居民家没有两

样!但知情人称!里面是个制造假

种子的%黑窝点'$工商和民警组成

的执法人员前去敲门!但一直没有

回应$

%星期一有群众打电话举报

称! 该院落里面制造假冒玉米种

子$ '安阳县工商局吕村镇工商所

所长王拥军说!他随即带领工商人

员着便衣前去摸排调查!确认此情

况属实后!于昨日上午前去查处$

"$

时
!$

分!院落大门被执法

人员设法打开!一个制种加工厂出

现在了众人面前$ 大门进口处!地

上放着
"$

编织袋装好和未装好的

玉米种子!旁边桌子上放着一台包

装机和两台电子秤!四周还胡乱地

放着空包装袋等物(院内也整齐地

堆放着几十袋玉米和大小不等的

崭新空包装袋&封口机等(同时在

地下室内!还堆放着大量%玉米防

秃增产剂'和%小麦专用肥'$

在这些空包装袋上! 标注着

%国家农业部门重点推荐品种!三

年连冠&仿冒必究'的字样!部分袋

子上贴着一个红标签!上面有%王

刚特供&全息制种&成本特高&每斤

八元&低于此价&纯属假冒'的字

样$

两千亩玉米差点!遭殃"

经清查!其中涉嫌假冒玉米种

子
&$$$

余公斤!空包装袋近万个!

选种机& 包装机和封口机各一台!

以及手提袋等物若干$由于该加工

点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种子经营

许可证!安阳县工商局执法人员遂

将该批物品暂扣$按照该包装袋上

标注的价格计算!该案涉嫌资金达

"!'&

万余元$

据该村一村民介绍!一般每亩

地约需玉米种子
('%

公斤$ 据此计

算! 这批种子若流入市场! 将有

!$$$

余亩地%遭殃'$

农民购种需谨慎

王拥军说! 按照相关规定!没

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种子经销

许可证! 任何人不能从事种子经

销!更不允许进行种子分装$

安阳县工商人员称!

(

月
"$

日!省工商局刚刚召开会议!启动

%

!$$&

红盾护农'农资打假专项治

理行动!加强对种子&肥料和农药

等农资商品的监管( 查处无照经

营&超范围经营!缺乏有效管理的

挂靠经营等违法行为$他们下一步

将加大执法力度!排查规范农资经

营市场! 保障农民用上放心种子$

'线索提供 李小鑫(

安阳市民左女士来电)每天
%

时
($

分天还未亮! 安钢大道上的

路灯就熄灭了!而下午
"#

时
($

分

路灯就亮了!希望相关部门对其进

行调整$

安阳市民郭女士来电)我家住

在友谊路和健康路的菜市场附近!

楼下是卖肉的店铺!每天凌晨
!

至

(

时就开始工作! 吵的家人都休息

不好!和菜市场的管理人员反映过

多次!都没有结果$

来自
"()(#!&****

的信息)

在美丽华商场对面&红旗渠广场西

%$

米路南的人民大道上!生活污水

横流! 希望有关部门赶快治理一

下$ '安报见习记者董芳整理(

市长便民电话

!"#$%

#以上内容均为读者热线实录$

未及查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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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

'部门反馈(

增设工作窗口
服务群众

我到安阳市夏蕾农村信用

合作社办理退股! 因当天办理

业务的人员较多! 窗口只有一

个! 群众办理手续等待时间较

长!建议有关部门增设窗口!方

便群众$

安阳市农村信用社回复 )

经与夏蕾信用社协调! 目前已

增设一个窗口!以方便群众$

'安报记者 陈亚敏 整理(

!

记者 魏俊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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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公厕女子
得到有效救治

!草人"

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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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在街头捡废品时不

慎迷了路!这可把初次到安阳的

濮阳籍老太太刘凤云愁坏了$正

当她手足无措时!路遇一名好心

的哥!并在警方帮助下!终于和

家人取得了联系$

昨日凌晨
!

时许!在安阳市

铁西路南段与
"$#

国道交叉口

附近!来自濮阳市濮阳县文留镇

的刘凤云老太太!一边提着装有

废塑料瓶等的袋子!一边不住地

叹气!由于饥饿难耐!她不得不

走一会儿停一会儿$眼看周围的

行人和车辆逐渐稀少!而自己还

没有到家!这使得刘凤云急躁起

来$此时!一辆出租车行驶过来!

刘凤云赶紧拦截下来$ %你去哪

儿啊) '%朝安阳市眼科医院那边

走吧* '随后!的哥张先生将她拉

到市眼科医院附近!但是老太太

说不清具体的地址!只说是濮阳

县的!和儿子到这边捡废品$

得知这一情况后!好心的张

先生立即拉着她到安阳市公安

局北关分局解放路派出所求助$

值班民警王卫国等得知后!立即

到超市给她买了点吃的!询问其

家里情况和孩子住址$但由于她

到安阳才几天! 不知道具体地

址!而且身上也没有任何联系方

式!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这给

民警出了个大难题$

%老人快
+$

岁了!来这边打

工不容易! 又是深更半夜的!得

尽快帮她回家* '王卫国根据其

儿子名字!查到他们老家是濮阳

市濮阳县文留镇!于是当即与当

地警方取得联系$ 直到昨日
"(

时许! 才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

并专程把刘凤云送到她儿子在

安阳的住处$

'线索提供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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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昨被查获*

)拾荒老太深夜迷

路$警民联手施救*

)!草人"站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