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一男子在取款机

上取款时， 电话突然响起，他

转身接完电话，结果发现卡内

的 1万元存款被人取走。

据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

局巡逻特警大队民警江山介

绍，13 日 11 时 42 分许，他带

领辅警何昌顺、 王何彬在街

头巡逻时接到终端指令：报

警人刘先生在火车站外面一

取款机上取款时， 被人取走

了 1 万元。

江山带领队员赶到现场

后，刘先生告诉民警，当时他

来到取款机前取款时，刚输入

密码，电话就响了。 由于是重

要电话， 他离开取款机去接

听，却忘了拔银行卡。

几分钟后，他发现一男子

走出，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

拔出银行卡，便回到取款机查

询，结果发现卡内存款已经少

了 1 万元。 见状，他赶紧拦下

男子陈某并报警。

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陈

某如实交代自己盗取 1万元存

款的事实，并将钱返给刘先生。

陈某称，当天，他发现取

款机里有银行卡，一时心生贪

念，取走了卡上的 1万元。

目前，嫌疑人陈某已被移

交朝阳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4月 13日，贵阳艳阳高

照，一名老太发病晕倒在路边，口吐

白沫，危在旦夕。 一女子站在原地为

老人打伞遮阳 10 余分钟，经民警紧

急处置，老人转危为安。

当日 12 时 39 分许， 贵阳市南

明公安分局巡逻特警大队第四网格

接终端指令， 称在花果园中山南路

中建医院对面， 有一名老人躺在地

上，口吐白沫，需要救助。

接警后， 网格民警何丁一边通

知 120 医护人员， 一边带领辅警钟

奎、翟洪赶往现场，只见一名老太太

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处于昏迷状

态，周围有不少群众围观。

经了解， 老人姓王，60余岁，行

走途中突然晕倒在路边，口吐白沫，

疑似癫痫病发作。

何丁找来衣物垫在老人的头

下，随后掐老人的人中和虎口，并不

断呼喊老人。 经过 10余分钟的紧急

处置，老人渐渐苏醒过来。

期间， 民警通过老人身上的电

话号码，联系上老人的家属。

据了解，当日阳光火辣，气温达

25摄氏度左右。 在民警处置过程中，

一名女士站在原地， 一直为老人撑

伞遮挡阳光，直到老人苏醒过来。

120医务人员赶到后，经现场检

查和询问，确认老人患有癫痫病，并

无生命危险。 此时，老人的家属也赶

到现场，将老人接回家。 （张鹏）

■相关链接

事发赫章县城关镇狮子村，原是邻居实施“报复” ，警方侦查 20小时，成功找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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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具增值税发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尊敬的燃气客户：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要求，自 2018

年 5月 1日起，原适用于 11%的增值税税率将调整至 10%。

为使您能及时取得购买 11%税率的天然气发票，避免因税率调整后无法取得相应税率发票，现将

开具增值税发票相关事项提醒如下：

一、贵州燃气集团将在 5 月 1 日起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的通知要求，将天然气税率由 11%

调至 10%。

二、如您在 5 月 1 日前在贵州燃气集团购买天然气，请您及时向业务人员提出开具发票的

要求，我们将于 4月 30日 18:00前为您开具 11%税率的天然气发票。如您在 5月 1日后提出开票

要求，我们只能向您提供 10%税率的发票。

此次调整是国家政策要求，由此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6日

本报讯 半夜上个厕所回来，家

里的 1 岁娃儿不见了……4 月 14

日，赫章警方经过连夜侦查，在案发

20 小时后，成功将孩子找回，破获了

该起拐骗儿童案。 原来，犯罪嫌疑人

因与受害人有矛盾， 躲在其家中，深

夜将孩子抱走实施报复。

4月 13日 22时 20 分，赫章县公

安局接到城关镇狮子村村民陈女士

报警称： 她 1岁的女儿被人盗走了，

请求公安机关处理。

据陈女士介绍，当晚，她将 3 个

孩子哄睡后，便起身去上厕所。 不料

返回时，年仅 1岁的女儿不见了。 她

怀疑孩子被人抱走，于是报警求助。

赫章县公安局立即指令刑侦大

队城关责任区刑警队、城关派出所等

部门启动城区警务协作机制，并指令

全局各部门予以全力支持，利用一切

资源快速侦破案件，解救被拐幼儿。

专案组以报警人陈女士居所为

中心， 连夜开展了大量的排查工作，

并走访询问了很多村民。

其中一组民警在调取大量的监

控视频后发现， 距离受害人陈女士

家两公里外的一个监控探头， 捕捉

到了一个黑影， 疑似嫌疑人抱着孩

子从该处经过。

专案组民警以此为线索，展开追

踪排查，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潘某。

4 月 14 日 17 时 52 分， 侦查人

员成功将该案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

经突审，潘某交代了被拐孩子的

藏身地。 18 时 30 分，侦查人员成功

解救出被拐幼儿。

据了解，35岁的犯罪嫌疑人潘某

是赫章县城关镇狮子村人，与受害人

陈女士同村，两家相距不远。

据潘某交代，此前她怀疑陈女士

家的大孩子盗了她家的物品，两家因

此出现了矛盾， 且发生了几次争吵，

她一直怀恨在心。

当晚，她藏在陈女士家里，趁陈

女士上厕所之机将孩子抱走，想以此

报复陈女士。

此后， 她把孩子抱到父母家，并

谎称朋友出车祸死亡， 孩子没人带，

请父母暂时帮忙照顾。

目前，犯罪嫌疑人潘某已被依法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 张鹏）

1岁幼儿深夜被人从屋内抱走

将娃娃哄睡后，妈妈起身去上个厕所……

本报讯 贵阳一市民打车时，在

出租车后排捡到了一个装有 3300 元

现金及多张重要证件的钱包。不过他

没有动心，而是报警寻失主。最终，在

民警的努力下，钱包物归原主。

据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巡特大

队第六网格民警文远冬介绍，昨日上

午 11时 40 分，他和队员正在辖区巡

逻时，突然接到指令：有市民捡到个

钱包，希望民警帮忙找失主。

文远冬联系报警人李鹏得知，几

分钟前，他在南明区体育馆加油站附

近打出租车时，刚上车便在出租车后

排捡到一个深色钱包，包内有几千元

现金和多张卡。

文远冬让报警人和出租车司机

在原地等候，带领队员前去处警。

经对钱包内的物品进行清点，

文远冬等人发现， 钱包内有 3300

元现金，还有加油卡、驾照、身份证

及银行卡多张。

民警询问出租车驾驶员得知，在

李鹏上车前，有一名男乘客从智慧龙

城坐他的车到花果园购物中心下车，

他怀疑是这名乘客遗失的。

随后，民警对钱包内的身份证进

行查询，很快联系上失主袁先生。

直到接到电话，袁先生才发现自

己的钱包丢了。

“太感谢你们了，我都还没发现

钱包丢了，你们就已帮我找到了。 ”

10分钟后，袁先生赶了过来，不停地

对李鹏及民警称谢。

经现场确认核对，民警将钱包移

交给失主袁先生。

拿到钱包后， 袁先生感激不已，

当即将钱包内的 3300 元现金拿出，

递给民警和报警人， 表达感激之情，

但被民警和报警人婉拒。

（本报记者 张鹏）

打的捡到3300元 他报警寻失主

民警查询身份证，找到了失主电话，最终让钱包物归原主

艳阳高照，老太突发疾病晕

倒路边———

一名过路女子

撑伞遮阳救人

经民警紧急处置，10 余分钟后，

老人苏醒过来

警方抓获抱走娃娃的潘某

娃娃回到父母怀抱中

女子撑伞救助老太

失主领回丢失的钱包

转身接个电话 万元存款被取走

一男子去 ATM机上取钱，输入密码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