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兵后来发现! 他经常找不到周芳的踪
影!" 除了要钱的时候#$这引起了朱兵的怀疑!

他打印了周的通话记录!发现上面有两个外地
号码频繁出现$

朱兵说!他分别打通两个电话号码!对方
都是年轻男子$ 两人竟然都说" 是周芳的男朋
友%& 朱兵恼羞成怒!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周在
朱兵家被警方带走!之后因涉嫌诈骗被逮捕$

至此!他才发现!周芳对他所说的很多话

都是假的!她不是郑州人!其父亲一直在信阳
农村生活!不是做生意的$周芳也不是大连理
工大学毕业的! 更没有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
博士$

起诉书还认定! 周芳虚构家庭及个人身
份!骗了朱兵

!

万元财物!骗了魏某和李某近
"

万元!

#

个人都给她买过笔记本电脑$

检察官宣读不到
!

分钟!站在被告席上的
周芳突然晕了过去$

$

法官宣布休庭$

一 个 女
子 ! 两年内以
谈恋爱为名 !

先后与
#

名男
子交友 ! 共计
骗取现金

%&

万
元$ 昨天上午!

在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 !听
到检察官的指
控 ! 该女子当
庭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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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中医
药学会络病分会主办的' 缺血性心脑
血管病防治进展高峰论坛%会上!国内
著名医学专家就心脑血管病的防治提
出了" 金三角%方案!即他汀类药物(阿
斯匹林(通心络胶囊三药合用!达到心
脑血管病的有效预防)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活
节奏过快!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吸
烟( 肥胖等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高危人
群越来越庞大*为什么说高血脂+高血
压(糖尿病(吸烟(肥胖是心脑血管病
发病的高危人群呢, 因为这几个因素

最容易损伤血管内皮! 而血管的内皮
损伤正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
梗(脑梗发病的始动因素*在血管内皮
受损的情况下! 血液中的脂质( 血小
板(炎性物质就可以附着在血管壁上!

逐渐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心或脑的
缺血!如果斑块一旦破裂!形成的血栓
碎块就会随血流运行堵塞住心脑血
管!引起心肌梗死或脑梗塞*

专家们一致认为! 防治心脑血管
病关键在于一(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是
针对没有患过心脑血管病的高危人
群! 二级预防是对已经发生了心脑血

管病的患者采取防治措施和防止已经
患过心梗或脑梗塞的病人再发*一(二
级预防都要长期服用降脂的他汀类药
物(抗凝的阿斯匹林和通心络胶囊*通
心络与他汀类组合可以增强降脂效
应!与阿斯匹林组合可以增强抗凝(降
低血粘度疗效! 还能明显改善阿司匹
林抵抗!据统计!长期服用阿斯匹林有
&(*

的病人没效了! 这就是阿斯匹林
抵抗! 而同时服通心络后可以继续让
阿司匹林发挥作用* 国内外许多研究
资料表明!与他汀类药物(阿斯匹林相
比较!通心络胶囊不仅能降脂抗凝(抗

炎(保护血管内皮!而且还能解除心脑
血管痉挛( 抑制斑块在血管内的形成
和稳定易破裂的斑块!防止放支架(溶
栓后的血管再狭窄! 保护和再生缺血
区的微血管! 所以它不仅可以预防心
脑血管病! 还可以有效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塞后遗症等* 他
汀类药物(阿斯匹林(通心络胶囊三药
合用! 构成心脑血管病防治的' 金三
角#方案*

' 金三角# 方案具有三大特点-第
一是保护血管内皮! 修复损伤血管内
皮. 第二是抑制粥样斑块在血管内的

形成!稳定容易破裂的斑块.第三是防止
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 预防血管的再狭
窄和心梗+脑梗的再次复发*" 金三角%方
案不仅可以实现未发生心脑血管病高危
人群的一级预防! 还能对已经发生心脑
血管病的患者尤其是发生过心肌梗塞+

脑梗塞的病人进行二级预防* 即使是放
过支架+ 溶过栓的病人也要坚持长期应
用这一方案!" 金三角% 方案不仅是预防
方案!同时也是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心
绞痛+心梗+脑梗的方案*" 金三角%方案!

对于心脑血管病是一个未病先防+ 有病
防变+病后防复发的方案*

!

专家倡导心脑血管病防治的" 金三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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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连先生在建设银行办
理了一张理财卡主卡!同时为妻子刘新
歌/ 化名0办理了一张附属卡*

&++)

年
)

月
&(

日
%#

时许!刘新歌随身
所带的附属卡丢失* 报警后!刘新歌立
即让儿子连文/ 化名0挂失附属卡*

连文拨通建设银行客服电话进行
挂失!工作人员查证了相关信息后将电
话转入自动挂失系统* 此时需要输入卡
片密码才能完成挂失!因连文不知道密
码挂失未能成功*

随后连文再次拨打客服电话!询问
利用主卡是否可以挂失!在得到否定回
答后!连文又问能否先把主卡冻结让附
属卡内的钱取不出来!客服电话工作人
员以肯定的口气多次向连文保证!当天
%#

点
#+

分
%#

秒!主卡挂失成功*

然而!两天后 !连先生在办理正式
的挂失手续时发现! 账户上少了

-

万多
元钱* 而这时银行工作人员又告诉他
们!主卡挂失附属卡仍然可以使用*

连先生不认可 !协商无果 !连先生
一纸诉状将建设银行告上了法庭* 要求
赔偿挂失主卡后丢失的

"

万多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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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在附属
卡丢失后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办理挂
失! 如果挂失成功即可防止损失扩大*

但因客服工作人员不正确的回答!导致
原告只挂失了主卡!致使犯罪嫌疑人持
附属卡在主卡成功挂失后又取走

"$"

万
余元!因此银行应该对此负责*

主卡挂失成功前
(

分钟! 被犯罪嫌
疑人取走的

%$&!

万元由连先生自己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银行赔偿连先生
"$"

万余元钱* 一审判决下达后!银行不服!

上诉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行方认为!之所以没有办理附属卡
挂失的原因!不在于银行工作人员的错误
回答!而在于连文不知道附属卡密码* 根
据相关规定!因密码保管或使用不当而导
致的风险和损失均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银行方还认为 !本案中 !犯罪嫌疑
人一次性输入密码就成功取款足见被
上诉人没有保管好密码!认为银行不应
该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

LM

NO"#PQRSTUVW

胡飞在上海上班!郑州人* 去年
%

月!

胡飞的妹妹到上海玩!回郑州时!买了一
张无座火车票*胡飞心疼妹妹!又为妹妹
买了一张有座票!然后!胡飞在网上与陆
某取得联系! 将那张原价

%&#

元的无座
票!以

%!+

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随后!上海
铁路公安处以倒卖有价票证为由! 将胡
飞拘留

!

天!同时收缴退票款
-)

元*

(

月
&)

日!胡飞将上海铁路公安处告
上郑州市中原区法院! 认为自己不构成
倒卖车票! 要求法院确认被告处罚行为
违法!撤销处罚决定!赔偿精神损害等共
计
%)

万余元* 中原区法院一审认为!上海
铁路公安处对胡飞的处罚决定事实不
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
撤销其处罚决定!赔偿胡飞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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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下达后! 上海铁路公安处
提起上诉*他们认为!倒卖车票是指以营
利为目的!按原/ 低0价买入!然后高/ 平0

价出售的行为* 胡飞的行为就是倒卖有
价票证!他们拘留胡飞没错*

昨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
决! 认为上海铁路公安处处罚有理111

因为依据胡飞的询问笔录! 买票人陆某
的询问笔录!民警的查获经过!查获的车
票等主要证据! 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胡飞
倒卖火车票妨害社会管理的违法行为存
在*郑州中院还认定!上海铁路公安对胡
飞作出了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
未显失公正*最终!郑州中院下达终审判
决!撤销中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
胡飞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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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个结果 !胡飞表示不服 *他
表示将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申诉 *

他的代理人+郑州大学行政法研究生
程雪阳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郑州中院
判决不对*

他说! 胡飞多收取
&"

元卖出车票!既
非" 盈利%也非" 营利%!法定的" 营利%必须
具有职业性+连续性和获利性!即应当是
连续多次或者一次买卖多张火车票的职
业性倒票行为*

程雪阳说!退一步讲!胡飞也没有变
相加价从中" 营利%*从胡飞居住的地方到
火车站!大约有

&#

公里!打车单程即需
%#

元左右!若算上
!

元钱订票费和误工费!加
价
&"

元仍不足成本价*

加价&"元卖张火车票被拘 小伙状告上海铁路公安处终审败诉

倒票的" 帽子%还是没摘掉
备受人们关

注的胡飞 / 化名0

状告上海铁路公
安一案!昨日尘埃
落定*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认
定! 胡飞加价

&"

元钱卖一张火车
票的行为违法!判
决撤销中原区人
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驳回胡飞的诉
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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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钱时 找不到她的影儿
一女子同时与

#

名男子交往 两年骗了
%&

万 听到宣读起诉书她当庭晕倒

!"#$ %&!'

附属卡钱被盗!谁负责,

失主-银行客服解释错误所致
银行-不知密码导致无法挂失

昨天上午
%+

时整! 郑州市中
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岁
的周芳被法警带了进来* 法官宣
布开庭后!检察官开始宣读起诉
书* 不足两页的起诉书上!详细
列了周芳的" 恋爱经过%*

周芳的第一个男朋友朱兵
也参加了庭审!指责周芳骗了他
约
!

万元钱!玩弄了他的感情* 朱
兵说!

&++,

年
%&

月!他在" 漂在法
国%的

..

群里认识了网名叫" 兔
儿%的周芳!彼时!周说她父亲是
做阀门+管道生意的 !生意做得
很大!家里有很钱* 认识不久!周
托朱帮忙买了一次郑州到上海
的飞机票!后来把钱给了朱兵*

&++"

年
%

月! 周说父亲被人
陷害被抓!想找朱兵借

%

万元钱被
拒绝*

&++"

年
(

月的一天!两人网
上聊天时!周说在南阳开了一家
叫" 兔子饭庄%的饭店!邀请朱兵
到南阳玩!朱应邀而去* 自此!二
人慢慢有了感情并确定了恋爱
关系! 朱兵还给周芳买了衣服+

鞋等物品!一个月后又给周买了
一部新款的

/"#

手机*

朱兵说 ! 从确立关系到去
年

%+

月 !不足两年时间 !周芳先
后以父亲生病 + 丢手机 + 买相
机+请客吃饭为由 !向他要了约
!

万元钱*

uvwxyz{|}

~��D$��z|�%"�P

!

"

()*+,-."/0123456789:;<=>

郑州市民连先生想不明白!银
行的接线员明明白白答复111主卡
冻结!附属卡上的钱取不出来&

但主卡挂失后!附属卡上的
"$ "

万余元被盗了*

谁该为此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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