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城警方成功处置一起劫持人质事件

!

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
$%

时许! 项城市公

安局
$$&

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 在该市

荣楼建材市场附近 ! 有人持刀劫持一名

女子 " 接到报警后 ! 项城警方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 迅速集合警力赶赴现场 " 在

与嫌疑人多次谈判无果后 ! 警方于当日

$'

时
(&

分成功将嫌疑人生擒! 人质安全

解救"

因谈恋爱与女友刘某发生矛盾! 嫌疑

人司某于
"&

日
$%

时许来到刘某打工的店

铺! 持砍刀将其劫持到店铺二楼房间" 其

间! 司某情绪非常激动! 挥舞砍刀! 打开

液化气! 阻止民警靠近" 现场处置过程中!

民警安排其亲人# 朋友多次与其通话! 劝

其放下凶器! 但对方情绪激动! 继续挟持

人质"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 现场处置人

员在其乘车逃跑时! 迅速行动! 将其控制!

成功解救人质"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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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邦!为爱上色" 走进郸城希望小学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

月
""

日!立邦漆郸城总经销

刘鹏辉将
6&&

多桶立邦净味漆和
"&&

多桶

立邦净味色浆等价值
"&

多万元的立邦产

品!送到郸城县秋渠乡益海希望小学!旨在

完成$为爱上色%计划!美化校园外观#改善

教学环境#启发孩子们对梦想的想象力"

立邦公司自
"&&!

年启动$为爱上色%计

划以来!截至
"&$6

年!已为全国近百个城镇

的
$'&

所希望小学涂刷了外墙! 捐建完成

$6(

所立邦快乐美术教室"

立邦公司不但是一个有爱心的企业!而

且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立

邦公司一直以美化和保护人们的生活为己

任!不断创造出品质优越的产品!让美丽的

色彩足迹遍及中国每一角落"作为亚太地区

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公司始终以开发绿

色产品为目标!以技术力量不断推进新产品

的开发! 使立邦涂料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最

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刘鹏辉作为立邦漆的郸城总经销! 受

立邦公司的社会责任感熏陶! 一直希望能

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做点贡献" 一次偶

然的机会! 刘鹏辉发现秋渠益海希望小学

是最佳帮助对象后! 遂向立邦公司汇报 !

并很快得到批复! 决定将价值
"&

万元的立

邦漆捐助该校"

刘鹏辉介绍!$为爱上色%公益项目包含

着立邦人的深情厚谊!也希望这份爱心能为

孩子们的梦想插上彩色的翅膀"

下面没有电线 上面路灯咋亮

莲花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往西路段
太昊路与汉阳路交叉口往西路段

!

晚报记者 王凯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
(

时许! 有市

民反映称莲花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往西#

太昊路与汉阳路交叉口往西的路灯一直不

亮! 希望有关部门能让路灯亮起来" 当晚

'

时许! 记者在莲花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

看到! 从路口向西望去漆黑一片! 与路口

东侧的灯火辉煌形成鲜明对比" 随后! 记

者来到太昊路与汉阳路交叉口! 发现路口

西侧的路灯也不亮"

接到市民的反映! 记者于
""

日晚

上
'

时许来到莲花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

发现路口西侧漆黑一片! 路口东侧灯火辉

煌" 记者沿莲花大道向西走! 不时有车辆

经过! 借助车辆一闪而过的灯光勉强能看

清路面! 车辆走远! 周围又是漆黑一片"

居住在附近的市民讲! 这条路在晚上一片

漆黑! 想出来散步还提心吊胆的! 根本不

敢走"

随后! 记者来到太昊路与汉阳路交叉

口! 发现这里的情况与莲花大道上的情况

差不多! 路口往西只能看到车辆发出的灯

光 " 经过该路段的车辆较多 ! 车速也较

快"

记者驾车从莲花大道与汉阳路交叉口

往西至富民路再往南到太昊路! 沿太昊路

向东到汉阳路! 最后回到莲花大道与汉阳

路交叉口! 发现行经的
%

段路中! 只有汉

阳路上的路灯是亮的! 其余
6

条路段均漆

黑一片"

"6

日上午! 市政管理处负责这一带路

灯管理工作的徐队长表示! 莲花大道和太

昊路的路灯管理工作是从川汇区相关部门

移交过来的 ! 接收时他们就发现路灯不

亮! 经过调查! 发现太昊路与汉阳路交叉

口往西的路灯下面没有电线" 莲花大道西

段的路灯除了一些下面没有电线外! 部分

有电线的已被不法分子盗走! 以上原因导

致了路灯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开展相关的

修复工作! 需要很多资金" 市政部门没有

能力开展如此之大的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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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近日! 一则 $市中医医院收治

一名因吃鼠肉烤串中毒的男孩% 的消息在

微信圈里传播! 引发市民担忧"

!

月
"6

日!

记者调查发现! 周口市中医院最近并未收

治食物中毒的男孩!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也

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校讯通" 该消息在北京#

上海# 郑州等地出现过! 均被证实是谣言"

谣言引发市民担忧

近日! 市民刘先生在网上转发了这样

一条消息& $向各位家长通报一件事& 市

中医医院昨晚会诊一名
$"

岁男孩! 小男孩

昨晚突然鼻腔及消化道广泛出血! 家长迅

速将其送到医院" 经检查! 该男孩的凝血

酶为
$'&

!正常
$$7$(

"" 医生工作了这么

多年! 第一次见到如此差的凝血指标" 追

问病史发现患者曾吃过肉串" 由于目前最

常用鼠药的主要成份就是抗凝药! 现高度

怀疑患者吃了含有鼠药的老鼠肉" 希望大

家珍爱生命! 远离烧烤'% 另外! 该消息还

有补充信息 & $毒物实验已经出结果了 !

是老鼠药! 现在孩子正在
89:

做血透((

请各位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在校外的小摊上

乱买零食 " 为了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

亲人们都为了我们的宝宝 ! 大家快转发 !

告诉不知情的家长 ! 千万不要乱吃东西 "

食品安全! 刻不容缓' 远离烧烤'% 该消息

注明! 消息来自实验幼儿园的校讯通"

看到该消息! 很多网民表示很担忧"

外地出现过类似谣言

!

月
"6

日上午! 周口市中医院医教科

科长胡维来告诉记者! 近期该院并没有接

诊因吃烧烤中毒的儿童" 他在网上也看到

过类似的消息! 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

率很低"

对此!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一名负责人

讲! 该校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消息"

$"

岁男孩不会在幼儿园上学! 一看就知道这

个消息不可信"

记者在网上搜索! 发现这样的假消息

在北京# 上海# 杭州# 济南# 郑州等地也

出现过"

新增垃圾桶逐渐减少

爱卫会!将加大管理力度

七一路"五一路和人民路上

!

晚报记者 张擘 文
!

图

本报讯 近日! 有市民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反映! 在周口市区七一路# 五一路和

人民路三条主次干道上新增的
$&&

个挂桶

式垃圾桶 !如图" 正在逐渐减少" 川汇区

爱卫会表示! 他们将加大对这些新增垃圾

桶的管理力度"

垃圾桶在减少

今年
(

月份! 有关部门在七一路# 五

一路和人民路三条主次干道上新增了
$&&

个挂桶式垃圾桶" 如今! 这些垃圾桶的状

况如何呢 )

!

月
"6

日上午 ! 记者走访发

现! 七一路上的垃圾桶有的被放在一些小

街道里! 有的不见了踪影* 五一路上的垃

圾桶有的被放进了新华步行街* 人民路上

的垃圾桶有的被商户拖到了人行道上"

$垃圾桶刚摆放的时候 ! 倒垃圾很方

便! 可现在垃圾桶却少了好多"% 市民李先

生告诉记者! 他居住在人民路附近" 今年

(

月份! 路上摆放了许多新的垃圾桶" 最

近! 他发现有些垃圾桶不见了! 路上的垃

圾也多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规范化管理垃

圾桶"

在荷花市场北门经营一家店铺的王先

生讲! 在垃圾桶刚摆放的时候! 很多人把

垃圾扔进垃圾桶! 这使得荷花市场北门附

近的路面非常干净" 现在! 这里的垃圾桶

少了两个了! 路面上的垃圾也逐渐多了起

来"

爱卫会! 将加大管理力度

川汇区爱卫会卫生管理总站赵站长讲!

为了保证城市路面的整洁卫生! 他们于今

年
(

月份将
$&&

个挂桶式垃圾桶分别摆放

到七一路# 五一路和人民路上! 同时配备

了与垃圾桶配套的
(

辆垃圾清运车" 最近!

他们在检查中发现确实有不少垃圾桶不见

了踪影" 以后! 他们将加大对七一路# 五

一路和人民路三条主次干道上垃圾桶的管

理力度" 市民如果发现垃圾桶丢失! 或者

看到环卫工人往垃圾桶内倾倒垃圾! 请拨

打热线电话&

'(1'!1'

! 进行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