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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李梅英老人
!$

岁

生日!您的儿子师红亚"师伟#$儿媳

王秋花$ 孙女师雯祝您身体健康!福

如东海%

!

李梅真诚祝愿张玉莲老太太

病体早日康愈!万事如意%

教市民练就一双识假辨假慧眼

打假专家现场传授!武林秘笈"

"

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周口文化大

讲堂在淮阳县宛丘客栈会议室开讲!全国

执法打假能手李天伟上演打假 "武林秘

笈#现场传授会!让在现场聆听的市民短

时间内练就一双辨别假冒伪劣产品的慧

眼$

"缺斤少两是水泥生产企业普遍存

在的问题$ % 李天伟在揭露袋装水泥的

"潜规则%时说!国家规定水泥包装袋为

纸袋&覆膜塑编袋&复合袋
#

种!且这些

包装袋都是双层的! 市民在购买水泥时

可撕开水泥的包装袋封口! 看有无内衬

袋即可分辨真假$

一些门业生产企业利用消费者不懂

行业标准!在产品质量上做文章!或偷工

减料!或偷换概念供应假冒防盗门$ 李天

伟告诉市民!合格的防盗门钢板厚度在
'

毫米以上& 门体厚度在
"(

毫米以上!重

量在
)(

公斤以上$

目前! 由于一些食品企业存在伪造

生产日期! 超量或者非法使用非食品添

加剂等问题!李天伟提醒市民!在挑选食

品时不仅要仔细观察生产日期有无涂改

痕迹!还要观察配料表!看是否含有非食

品原料或者未经批准添加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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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狗!跳楼" 砸晕楼下居民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实习生 李新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 在周口市

区交通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附近一家属

院!一条宠物狗"跳楼%砸中楼下居民!宠

物狗当场死亡!居民被砸晕倒地$

"当时他正在院内修花!从楼上掉下

来的一条狗正巧砸在他的头上$ %受伤居

民的老伴告诉记者!宠物狗当场死亡!她

的老伴则被砸晕!见此情景!她赶紧拨打

了
%%(

和
%"(

$

知情人士称! 该栋居民楼的顶层有

人养了两条狗!"跳楼% 的是一条白色的

萨摩耶犬! 当时狗的主人并不知道发生

了自家宠物狗"跳楼%伤人一事!还是邻

居打电话通知他的$

至于萨摩耶犬"跳楼%的原因!邻居

猜测可能是其主人没有喂它! 它跳出阳

台护栏寻食!摔下楼去的$

线索提供 王海生

两男子夜归遭遇车祸身亡
家人重金悬赏寻找目击者

"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本报讯 日前 !西华县李大庄乡王

寨村村民王东亮 & 王建庄在周口市区

太昊西路遭遇车祸身亡 !肇事者逃逸 $

昨日!两人的家人在此路段立牌悬赏
$

万元!寻找车祸目击者$

据介绍 !

!

月
%)

日一早 !王东亮和

一名工友乘坐同村村民王建庄驾驶的

机动三轮车!到项城市干活儿$当日
"%

时许 ! 王建庄驾驶机动三轮车带着二

人返程 !行至太昊西路一桥梁时 !发生

车祸 !王东亮和王建庄被撞身亡 !另一

人身受重伤 ! 目前仍在医院重症监护

室救治!肇事者逃逸$

王东亮的女儿王华丽告诉记者 !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家人接到周口市

交警支队事故科的通知后 ! 立即赶到

现场了$ 但由于事发路段处于郊区!晚

间没有路灯 !行人稀少 !他们没能找到

目击者$

"俺愿意悬赏
$

万元!寻找目击者!

找出肇事者!给俺爹讨个说法$ %昨日!

王华丽泣不成声地说!父亲王东亮当日

干完活儿急着赶回家!是为了第二天过

他的
$%

岁生日!却不想出了意外$

据记者了解 ! 另一名死者王建庄

的妻子患有白血病 ! 目前在郑州一家

医院接受治疗 !他还有两个不满
%(

岁

的孩子!家境十分贫困$

今入大暑#闷热加剧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上周入伏后!由于阴天&雨水轮番

出场!使得我市的天气"不温不火%$ 二十四节气

之一的大暑今日到来!老天将借此"发威%!加派

"桑拿天%出场$

今日'

!

月
""

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大暑$

顾名思义!大暑就是一年中最热&气温最高的时

期$ 虽然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本周受副热带

高压边缘影响! 我市部分地区将有阴天或阵雨&

雷阵雨出现!但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在
+++

左右$

除阴天&雨水外!晴天也会在本周出现$ 由

于降雨会导致空气相对湿度加大! 地面温度较

低!但高空温度相对较高!风力小!空气流通速

度减慢!加上气温回升!人们所称的)桑拿天%将

在本周登场$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本周我市阴晴交

替!预计周平均降水量
$

毫米
,"(

毫米!较历年

同期平均降水量偏少*预计周平均气温
"<8(+,

"&8(+

!与历年同期平均气温相比偏高$

本周具体天气预报是+周一&周二阴天有阵

雨或雷阵雨 *周三 &周四 &周五多云间晴天 *周

六& 周日多云间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

线索提供 任晓燕

!

月
%%

日晚!周口市区六一路居

民米先生拾到一张医保卡$药店会员

卡和购药清单!根据清单显示 !失主

名叫郭河清& 失主看到此信息后!请

与米先生联系!电话'

%+<+<=$=!<<

&

晚报记者 宋风 整理

周口市区一开发商大呼!伤不起"$

只因!破烂王"聚集 拿证
!"

年难用土地

"

晚报记者 朱海龙 文
!

图

取得土地使用证后!

%"

年间换了
+

家房地

产公司!现任房地产开发商奔波
+

年至今仍无法

正常用地& 昨日!记者了解到!该片土地
+(

余年

来一直是周口市区(破烂王)聚集地!开发商用地

难度很大&

昨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

书记马自立说!那里也是他们最(挠头)的地方!

他们一直都在积极做群众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的

居住环境&

反映!获证
"#

年难用地

昨日!周口市一房地产公司向记者反映!称他

们于
"(%(

年取得了周口市区交通大道与大庆路

交叉口附近一片土地的使用权!但
+

年过去了!他

们至今没能正常用地$该片土地
"(((

年就被政府

出让给一家企业! 至今! 已经换了
+

家房地产公

司$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称! 他们公司于
"(%(

年

获得了编号为)周口市国用
"(%(

第
(<

号%的土

地使用证!使用面积为
=+=)8"<

平方米!地点在

周口市区交通大道以北!工农路以东!大庆路以

西!属水灌台自然村!归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管

辖$ 该片土地一直是周口市区)破烂王%聚集地!

人员复杂!建筑混乱!给他们公司用地带来了很

大难度$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长约
"((

米 &宽约

=(

米的路段上有数十家废品收购站! 垃圾堆积

如山!甚至占用了路边的人行道$ 大量废纸箱&

塑料药瓶&废旧油桶等散发着阵阵恶臭$ )你看

看! 这不仅污染环境! 而且还严重影响市容市

貌$ %现场!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指着一废品收购

站说*如图#$

调查!"破烂王#聚集地已存在
$%

余年

为何取得土地使用证
%"

年! 房地产公司仍

难用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这片土地

聚集了大量)破烂王%!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很大利

益!他们不愿土地被占用$

据了解!

%&<"

年!周口至漯河区间正式开行

旅客列车$ 因建铁路货场需要!水灌台自然村村

民的土地被征用!从此!村民开始以自家为)根

据地%收购废品$ 近年来!随着周口经济的迅猛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区不断扩大!

这里的废品回收市场俨然成了废品 )集散中

心%$

后来!看到收购废品有利可图!村民纷纷加

入走街串巷收废品的)大军%$ 渐渐地!有了积蓄

的村民相继拿出辛苦钱盖房! 扩容废品收购场

所! 有的还把房子出租给外地前来收废品的人

居住!收取房租--这样!外地的&本地的收废

品)大军%聚居在这片狭小的区域里--从此!

这里开始杂乱起来$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本地居民!虽然仍从事

)老本行%!但角色变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

一方面!他们守在家里!等着租住此处的废品收

购小贩上门交货!赚取差价!另一方面!他们按

月收取这些小贩的房租$

措施!企业正常赔偿 政府加大工作力度

采访中!该公司有关负责人称!他们按照有

关规定!对被占地户进行了正常补偿!但不少村

民)要价过高%$ 昨日!记者在暗访中发现!一片

+((

多平方米的土地! 一村民竟要价
$((

万元!

)否则!谁也别想占用%$

马自立表示!目前!该公司已与
"(

多户村

民达成协议! 但还有五六百户村民的工作未做

通!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进行综

合整治!打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