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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赌瘾发作后为豪赌

一把!已近不惑之年的彭璐"化

名# 将租来的出租汽车卖掉!骗

得现金
!

万元后输了个精光$近

日!他因构成诈骗罪依法获刑$

"##$

年
%

月! 彭璐手头拮

据!为了能过把赌瘾!他与
&

个

朋友商量筹钱$当月
"%

日!彭璐

与王某%赵某%徐某等三位朋友

从汽车出租公司租来一辆桑塔

纳出租车!而后!将车抵押给某

寄卖行骗取现金
!

万元$钱到手

后! 彭璐在赌场上输了个精光$

"##$

年
'"

月!车辆租期已满!彭

璐无车归还案发被取保候审 !

"##%

年
(

月被逮捕$

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彭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

额巨大!构成诈骗罪$ 遂依法判

处其有期徒刑
&

年!并处罚金
&

万元$

警情播报

安报讯 上周! 安阳市
((#

报 警 服 务 台 共 接 报 警 电 话

""###

次!有效警情
&(("

起$其

中刑事案件
"")

起! 较前一周

下降
$*%+

& 治安案件
'&%,

起!

较前一周下降
'-*$+

&交通事故

),&

起!较前一周上升
"*,+

&受

理群众求助
&&)

起$

从警方发布的警情看 !上

周'双抢(类案件和盗窃机动车

警情与前一周相比均有大幅下

降! 入室盗窃案件与前一周基

本持平! 而盗窃电动车案件增

幅较大$ 上周共发生盗窃电动

车案件
)"

起!较前一周增加
")

起!增幅达
,,*(+

$每日的
("

时

至
"!

时是案件的高发期!居住

住宅区和繁华的沿街路面仍是

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上周!全

市还发生盗窃电动车警情
(.

起!诈骗案件
,

起!均较前一周

有所增加$

交警提醒! 安阳市两会期

间! 将对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

制$对此!警方提醒广大司机朋

友要谨慎行驶! 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 此外! 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目前是火灾%盗窃高发期$

广大市民应注意防火防盗$ 而

商场更应该注意消防隐患!配

备灭火器具$

安报讯 '

)

年来我过着流

浪的生活! 不敢和家人相见!

想起来真是太后悔了$ (因为

一张车票的价格问题发生纠

纷! 一对夫妇顿起报复之心!

欲将对方一家三口置于死地$

在两人作案潜逃
)

年后!迫于

安阳警方压力投案自首$

"--"

年
$

月
!

日上午!犯

罪嫌疑人周某%吴某夫妻二人

因买卖车票价格问题!与胡某

一家发生纠纷$ 事后!周某%吴

某产生报复恶念!随即各手持

一把铁锤到胡某家中!周某用

铁锤猛击胡某的头部!将胡某

打倒在地&吴某用铁锤猛击胡

某的妻子和其母亲的头部!也

将二人打倒在地$ 当看到胡某

一家三人都被打倒在地!以为

已将人打死的夫妻二人仓惶

逃窜$ 之后!周某夫妇流窜于

河北%山西等地$

案发后!安阳市公安局文

峰分局东关派出所曾组织专

人多次对周某夫妻二人进行

抓捕!同时多次对其家属开展

规劝投案工作$ 今年
&

月!犯

罪嫌疑人周某二人得知胡某

一家三人并未死亡的消息后!

在家属的规劝下决定自首$

近日!安阳市文峰区检察

院以涉嫌故意杀人 )未遂#罪

批准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

首席记者 于彦彬

以案说法

!"#$

!""#

年
$

月
%&

日 责编李梦扬 校对郝晓波 电话
"'(!)'!""*#!

!"

!"

#$

安报讯 一个个幼小的身

影!在安阳高新区丽豪小区里活

跃着!一会儿工夫!小区草地上

的落叶便被打扫的干干净净 $

这是昨日下午! 安阳高新区峨

嵋办事处丽豪社区! 未成年人

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一幕$

昨日
'$

时
&-

分!在丽豪小

区活动广场! 丽豪社区的小朋

友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列队参

加未成年人 '知荣辱 %树新风 %

我行动( 社区未成年人道德实

践活动启动仪式$ 简短的仪式

结束后! 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捡拾小区草地上的落叶%

塑料袋等!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播种文明的种子$

丽豪社区主任吕俊芳说 !

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正式启

动后! 社区还将利用节假日组

织辖区未成年人开展卫生保

洁!争做'环保小卫士(&走进敬

老院 !关爱孤寡老人 !争做 '爱

心小天使(&组建社区红领巾服

务队!争做'社区小义工(&积极

学习迎奥运树新风文明礼仪 !

礼貌待人接物!争做'文明小使

者(等社会实践活动$ 引导未成

年人从身边的事情做起! 从一

点一滴做起!践行道德规范%增

强道德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培

养高尚品质! 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

据了解!此次道德实践活动

是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 全国妇联共同发起的未

成年人 '知荣辱 %树新风 %我行

动(道德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全

国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已于

&

月
".

日在河南郑州正式启

动$ 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

主题! 在广大未成年人中长期

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是不断提

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的一

项重要举措$

!妈妈"你看"那里变得多漂亮呀
/

#

,

岁的小女孩指着刚刚修剪过的整齐的绿化带说道$昨日
((

时许"在

安阳市人民大道与彰德路交叉口处"两名游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工作$

据游园管理处主任陈建茂介绍"现在是花灌木的生长旺季"为了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到来"他们将在

!五一%到来之前将市区有色带进行修剪和美化$ 安报见习记者 温春菊 刘新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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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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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见习记者 温春菊
+

图

安报讯 自己驾驶摩托车

摔倒在地后很是懊恼 ! 遂无

故将路经此地的行人殴打致

伤$ 近日!付刚)化名#因构成

寻衅滋事罪被法院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缓刑
(

年$

现年
&"

岁的付刚系安阳

县伦掌乡农民$

"--$

年
("

月

((

日晚!其与张建)化名!已判

刑#一起喝酒$ 酒后!由张建驾

驶摩托车载付刚回家!当两人

行驶至该乡伦掌村西头时摔

倒在地$ 二人爬起来后!心中

很是恼火 !此时正好程海 )化

名# 驾驶农用运输车经过!二

人为发泄心中怒火!就将程海

拦下 !并无故殴打程海 !致其

轻伤$ 事后!付刚家属与张建

家属共同赔偿了受害人程海

各种经济损失共计
"

万元 $

"--,

年
("

月
(!

日!付刚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在开庭

审理过程中!付刚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安阳县法院近日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付刚酒后随意殴

打他人 !致他人轻伤 !情节恶

劣! 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鉴于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 !且认罪态度较好 !又赔

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故予以

从轻处罚$ 遂依照我国*刑法+

有关条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

付刚有期徒刑
(

年 ! 缓刑
(

年$

安报讯 '不吸烟!不喝酒!

饮食节制要平衡$ 少吃荤!多吃

素,,(近日!一段脍炙人口的

快板!在安阳市殷都区相台街道

办事处辖区广为流传!这是该办

事处民俗文化搭台!健康宣传中

的一幕$

为向辖区居民们传播宣传

健康知识!相台办事处辖区里的

各村充分利用文化大院%远程教

育%戏曲演出%党员集中活动日

等载体!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

动!集中开展健康宣传!受到辖

区居民的好评$ 戚家庄%铁佛寺

和段邵村的戏曲擂台!以及辖区

文化队伍集中编排!到各村表演

的旧曲新唱% 新编创卫三句半%

以树新风除陋习为内容的小品

相声! 在满足了群众好听戏曲%

喜爱热闹的心理上!无形中增强

了居民们的健康意识!收到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

!线索提供 高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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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原更有 通讯员 管长青

安报讯
!

月
(&

日!是传统

的东关村庙会!按照统一工作部

署!安阳市文峰区光华路街道办

事处%东关街道办事处与文峰区

城管局% 行政执法文峰分局联

手!将此庙会成功取缔$

每年东关村传统庙会开始!

就会有数千名商贩%居民拥到庙

会现场买卖商品!经常造成交通

堵塞$传统庙会在方便居民购物

的同时!为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

了不便!'身陷(商贩之中的司机

们更是非常恼火$

!

月
("

日上

午! 工作人员现场联合办公!结

合东关村周边环境!制定取缔措

施$ 随后!对附近商户广泛宣传

告知!同时当晚安排人员在重点

路口设岗值班!通宵工作!杜绝

商户摆设摊点$

!

月
(&

日
"-

时!

两办事处联手将东关村庙会取

缔!受到辖区居民的支持$

!

首席记者 于彦彬

!

记者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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