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板不退身份证
员工泄愤挥锤乱砸

恐怕抢劫时吃亏
!次作案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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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辛苦了 "擦擦汗吧 # $

昨日上午 "安阳骄阳似火 "气温最
高达到

!"#$!

以上 "地表温度则高
达

%&!

"安阳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
局长郭法杰以及公安局党委心系
一线民警"冒着酷暑来到各执勤岗
点"给民警和协管员送去毛巾和慰
问品"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领导要
关心体贴广大民警 "采取一切措施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保证大家的身
体健康&

昨日
'(

时至
()

时" 郭法杰一
行先后来到市公安局大练兵汇报

表演训练场 %北关交警岗 %文峰立
交桥交警岗和市教育局路口交警
岗"亲切慰问了正在进行大练兵汇
报表演训练的特警%巡警 %交警 %武
警 %消防官兵 %保安队员和坚守在
执勤一线的交警和协管员 "向大家
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送上了慰问品&

!冒着酷暑在这里训练 " 你们
的辛苦我很理解 " 真是难为你们
了' $在市局大练兵汇报表演训练
场 " 郭法杰对正在训练的公安民
警 %武警 %消防官兵 %保安队员说 "

为展示全市公安机关大练兵成果 "

你们发扬忠诚%为民%拼搏 %奉献的
河南公安精神 "冒着酷暑在这里训

练 "大家辛苦了 "虽然我们的集中
训练时间短 " 天气也非常炎热 "但
只要我们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

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 "就一定会
展示出公安机关良好的精神风貌 "

娴熟的业务技能 "无往而不胜的攻
坚能力&

在各交警执勤岗 "郭法杰一行
对坚守在一线的交警和协管员表
示了亲切的慰问 & 每到一处 "郭法
杰都仔细地询问大家的生活情况
和工作情况 "并亲手送上毛巾和矿
泉水"带去了市局党委的无比关怀
之情& 在北关交警执勤岗 "郭法杰
握着协管员的手 "深情地说 "大家

冒着高温和汽车尾气的侵害 "坚守
在一线"大家为安阳的交通管理工
作出了力%流了汗& 这么热的天"一
定要注意保重身体 "保证在身体健
康的状况下把工作干好 & 临走前 "

郭法杰还叮嘱交警支队负责人 "一
定要妥善安排好轮休 "合理调整工
作时间 "保障好民警 %着装协管员
和!

!&*+

$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同时 "郭法杰要求各级公安机
关的领导也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做
好暑期民警的防暑降温工作& 真心
地关爱民警 "决不能让一个民警和
协管员发生中暑情况&

!线索提供 张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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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阳一名月薪千元
的女服务员"捡到了装有

(&

万元
现金的黑皮包" 不为所动及时上
交& 当民警辗转联系上失主时"粗
心的失主居然还没发现自己丢了
钱呢&

昨日下午
)

时" 在安阳市安
漳大道一家火锅店的女服务员张
伟在收拾房间时" 发现了衣服挂
架上的一个白色塑料袋"袋内"有
一个沉甸甸的黑皮包& !这肯定是
客人留下来的东西& $服务员张伟
用手一掂量" 因为担心里面有贵
重物品"就连忙送到了吧台& 吧台
负责人随即拨打了

((&

电话& 安
阳市北关公安分局豆腐营派出所
民警张留义%侯安根赶到现场后"

根据包里留着的一张名片" 辗转
联系上了失主王存吉& 当接到电
话时" 王先生居然还没有发现自
己丢钱了&

"

时
)&

分" 王先生赶到了饭
店& 据他说"中午带了

(&

万元现
金"是准备谈生意用的& 谁知"中
午一高兴喝了半斤酒"在临走时"

迷迷糊糊就忘记了这么一回事&

最后" 他拿出
*&&

元塞给张伟作
为感谢"被张伟婉拒&

据了解" 张伟每个月的工资
(&&&

元左右"按这个标准计算"她
需要不吃不喝干上八九年才能挣
到

(&

万元&

本报讯 俩男子
!

次准备实
施抢劫"均因各种原因未能得逞&

安阳市殷都区法院以抢劫罪 (未
遂) 分别判处被告人王坤% 谢亮
(均为化名) 有期徒刑

(

年
%

个
月"并处罚金

*&&&

元&

)&&,

年
(&

月
-

日"王坤给在
江苏常州打工的谢亮打电话"合
谋在安阳县铜冶镇实施抢劫& 次
日"谢亮依约赶到安阳县铜冶镇&

)&&,

年
(&

月
.

日"两人准备好作
案工具后" 将途经铜冶镇的一辆
出租车作为抢劫目标" 由于发现
该出租车内男子身材高大" 二人
恐抢劫时吃亏" 故未动手&

'+

月
''

日%

'$

日"王坤%谢亮准备在安
阳市殷都区电厂路附近实施抢
劫"后均未实施&

'+

月
'*

日凌晨"

二人准备再次作案时" 因形迹可
疑被巡逻民警盘问" 二人供述了
预备抢劫犯罪的事实&

殷都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王坤% 谢亮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多次准备采用暴力手段抢劫
他人财物"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

但系犯罪预备" 依法可以比照既
遂犯从轻%减轻处罚&且二人如实
供述自己罪行"遂作出上述判决&

随后"王坤%谢亮以量刑过重为由
提起上诉&近日"安阳市中级法院
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了原判&

昨日上午!一场预防假币的宣传活动在安阳市市政广场举行"简

易识别假币方法#什么情况下易收到假币#以及如何与制贩假币违法

行为作斗争等宣传资料!让不少市民学到了防假币知识!提高了防范

意识"

本报记者 丁聘 魏俊浩 摄影报道

!

记者董文静 通讯员郭新建王晔

本报讯 因工资待遇问题 "

老板没有及时归还身份证 "男
子不是采取正当的法律手段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而是用铁
锤对店铺一通乱砸后 " 又将老
板的头部打伤 & 结果 "该男子因
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

年
%

个月 " 赔偿相关经济
损失 &

张辉 (化名 )是安阳市某足
疗 店 员 工 "

$++,

年
,

月
'!

日
晚 " 他因工资提成问题与老板
发生纠纷 "张辉随即辞职 "但未
能拿回身份证 &

$++,

年
,

月
'%

日
'-

时许 "张辉携带铁锤来到
足疗店 "用铁锤将店铺大门 %店
内茶几及吧台台面砸毁 " 并砸
伤老板头部 & 安阳市文峰区法
院审结后 " 张辉以原判量刑过
重为由提起上诉 &

近日 "安阳市中级法院审理
后 "认为原判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及附
带民事赔偿数额适当 " 审判程
序合法 & 故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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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将作为美的助威团成员与中国跳水队游泳队共同出征# 参加
(

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泳联

世界锦标赛#亲临世锦赛比赛现场为冠军们呐喊助威#并与罗马亲密接触#用
*

天的时间畅游世界名城罗马$

买空调选美的

美的使用户美上更美

最近几天来" 滑县的海一言大
哥一直沉浸在喜悦当中" 因为就在
他刚给家里装上美的空调在这炎热
当中享受凉爽时又来了更大的美
事" 美的公司告知他中了由美的主
办的*奔向罗马$活动的大奖 "他将
作为美的助威团的成员" 和中国跳
水队游泳队于

-

月共同出征罗马 "

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泳
联世界锦标赛" 亲临世锦赛比赛现
场为冠军们呐喊助威" 并在世锦赛
期间免费游览世界名城罗马&

碰上这样的美事" 不仅海大哥
自己高兴" 也引来了周围朋友的羡
慕" 就有不少朋友祝贺他还向他请
教怎样也碰上这样的好事& 海大哥
说" 本来就是为了给家里选台好空
调"让家人在炎夏里也不受热"感到
凉爽%舒适& 他在市场上转了转"作
了一番比较后就觉得美的空调的内
在质量%外观设计"还有服务保证和
周围亲友使用后的口碑都要好 "就
选择了美的空调" 当时在美的空调
滑县旗舰店购买时美的就送了一张
*奔向罗马$活动的刮刮卡"也就是
抱着玩玩的想法 "参加了活动"嘿 "

不成想"还真中了*罗马游$大奖& 本
来以咱的生活水平" 去欧洲游罗马

还真是没那条件" 这实在是太惊喜
了" 以至于刚接到美的公司告知的
时候"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本来只
想买空调让炎夏的生活好点" 可还
就应了美的那句广告语" 原来生活
可以更美的"这下要美到罗马去了&

美的牵手%梦之队&

为运动健儿加油助威

从
$++-

年开始" 美的集团就牵
手*梦之队$"担任中国国家跳水队%

游泳队主赞助商"在北京奥运会年"

这两支*梦之队$的合作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 借助中国国家跳水队%游泳
队的冠军形象和优雅联想"美的*优
雅%亲和%创新$的品牌价值将得到
持之以恒的传播" 美的品牌与消费
者的沟通面也获得了极大扩展 "美
的协助体育事业的社会形象也得到
极大提升&

美的空调市场部陈经理介绍
说" 此次第十三届国际泳联世界锦
标赛将于

-

月在罗马举办"中国运动
健儿们将进军罗马去再创辉煌 "美
的集团作为国家跳水队% 游泳队主
赞助商" 为助威中国运动健儿而特
地举办这次*奔向罗马$助威团招募
活动" 海先生就是这样幸运的入选
了助威团" 并且是豫北地区唯一的
一位" 美的助威团将带着全国人民
的祝福前往罗马为中国队加油助
威" 见证跳水游泳冠军们的优雅风
采
/

!

记者董文静 通讯员郭新建王晔

昨日#安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郭法杰顶着烈日#为执勤岗点的民警
和协管员送去了毛巾和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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