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3 日，仁怀市法院

开庭审理一起行贿、受贿案。 该市茅

坝镇原项目办主任、 原城建办主任

宋某因行贿受贿， 一审被判刑并处

罚金。

据指控，2013 年，该案被告人宋

某任茅坝镇项目办主任、 城建办主

任期间， 为无施工资质的陈某承建

的茅坝镇风貌改造工程提供帮助。

在该工程中， 宋某共计收受陈某行

贿 26万元。

后来，宋某到茅台镇工作后，牵

头负责茅台镇卢荣村政务中心装修

工程。 期间，宋某违反规定将工程交

给宋某飞承建，并以分利润的形式，

收受了宋某飞 18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17 年，宋某负

责茅台镇服务中心及食堂改扩建工

程、二合街道集镇污水管网延伸改造

工程时，从两项工程中获利 38万元。

2017 年至 2018 年，宋某负责茅

台镇项目办工作期间， 对在茅台镇

实施同民村沿线风貌改造工程的包

工头杨某给予关照， 收受杨某 5 万

元。 此外，宋某为表示对茅台镇原副

镇长王昭（已判刑）给予帮助的酬

谢，向王昭行贿 10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宋某利

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利， 多次收受

他人财物，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此外，宋某还给予国家工作

人员财物 10 万元，应当以行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宋某受贿罪、行贿罪两项罪名成立，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20万元。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遵义市一位老人家，因

轻信骗子，被骗 4万余元。 所幸警方

及时将骗子抓住，为老人追回全款。

2017年 4 月， 家住遵义城区的

魏老太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

红十字会”的张科长。 张科长称，可

以给老人办理 “北京阳光老年基

金” ，并按月返还基金。

据悉， 魏老太平时购买过保健

品，对此略知一二，于是在电话中接

受了张科长的推销。 之后，对方给她

寄来了标价 49500 元的“保健品” ，

其中有一笔 2800 元的订单，魏老太

没有签收付款。 不过，从 4 月直到 6

月期间， 老人家一直没有收到返还

的基金，于是她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2018年 7 月， 警方抓到了这名

“张科长” ：家住河南兰考的骗子吴

某。 据介绍，吴某此前曾在上海一家

保健品公司推销过保健品， 熟悉此

行业。 于是吴某利用老年人追求健

康的心理，干起了行骗的勾当。

因涉嫌诈骗罪， 吴某被提起公

诉。 红花岗区法院审理查明，吴某以

数千元高价售出的 “冬虫夏草” 等

“保健品” ，不过 20元左右。 法院认

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3

月 12日， 法院经审理后判处吴某有

期徒刑 2 年 11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陈志春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事发铜仁，所幸交警及时赶到制止，并为其捡回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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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 贵阳市 2019 年 3 月 22 日—3 月 28 日将对以下线

路进行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

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3月 21日

09：00—20：00

两

城

区

10千伏雅盐Ⅰ回雅关村Ⅱ配变

3月 22日

09：00—19：00

10千伏兴邮线 490# 环网柜

4903#环网开关后段

盐沙大道雅关村沿线 雅关村Ⅱ变压器台区

都司路恒力房开等；

3月 21日

09：00—20：00

10千伏关灵线宅吉路Ⅱ配变

宅吉路沿线 宅吉路Ⅱ变压器台区

观

山

湖

区

3月 22日

09：00—19：00

10千伏吉昌线 3101号开关后段

三民东路：光明房开、三民东路变、邮电局、电

信公司、供销合作社、地震大楼、外文书店等；

3月 26日

09：00—16：00

10千伏阳五线 2041 号开关箱

011 号开关至 10 千伏阳五线

717号开关区段线路

勘查设计院

水电贵阳设计院、经济学校、水电九局（家属

区）、广信四季家园、罗马假日等

3月 27日

09：00—16：00

10千伏阳啤线 1 号开关箱 012

号开关至 10 千伏阳啤线 707 号

开关区段线路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院)、交通工程公司等

3月 28日

09：00—16：00

10千伏阳九线九创支线 071 号

开关后段线路

贵阳高新晶阳能源科技、贵州建材总队、省建校实验楼、

建材学校、贵阳风机厂、中铁二十五局、鱼林坝、新寨一

二三组等

3月 25日

09：00—21：00

10千伏中合线 02 号环网柜

0202号环网开关后段

富水北路与延安路交叉路口部分区域： 市政

路灯所、延安东路变、物资大厦等；

本报讯 近日， 平塘一男子因交通违法被

查处， 其妻子坐在车上不愿下车阻碍民警执

法，最终夫妻双双被处罚。

3 月 13 日 10 时 19 分，驾驶人刘某峰驾驶

号牌为桂 M362W9 的二轮摩托车载其妻子陆

某芬经过该路段时被执勤民警拦下检查。 经检

查发现刘某峰驾驶的摩托车已脱检脱保，民警

依法开具扣车凭证， 对刘某峰车辆进行查扣。

得知车辆要被交警查扣，刘某峰妻子陆某芬坐

在车上，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解释，陆某芬始终

不愿下车，以此阻挠民警扣车。

民警将警情通报县局指挥中心后，辖区派出

所组织民警到达现场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明

确告知陆某芬妨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法

律后果，但陆某芬坐在车上继续阻碍民警扣车。

经警告无效后，派出所民警将陆某芬强制

传唤至甲茶派出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对刘某峰驾驶脱检脱保车辆上

路行驶的行为处以记 1分，罚款 440 元的处罚。

其妻陆某芬因阻碍公安民警执法被平塘县公安

局处以行政拘留 7日的处罚。

（齐丹丹 本报记者 张仁东）

男子交通违法被查

妻子百般阻碍

结果：一人被扣分，一人被行拘 7日

本报讯 3月 13 日，在铜仁市碧

江区一闹市区路中， 一中年男子当

街抛撒 8000 多元百元大钞，并扬言

要自杀。 所幸正在街头执勤的交警

及时处置， 阻止了该男子的过激行

为，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警察同志，赶快到北门口去看

看，有个人在马路上撒钱，手中还握

有水果刀想自杀。 ”当日上午 12 时

许， 铜仁碧江区交警一中队执勤交

警吴华礼、孙强勇、候力、万蒙等人

在执行一项重要警卫任务时， 突然

有群众过来求助。

警情就是命令。 吴华礼安排两

名同事在原地执行任务， 立即带领

其余人员赶到群众所说的位置，同

时将该情况报告指挥中心和辖区派

出所请求支援。

吴华礼等人到达现场发现，一

名 50 多岁的男子躺在路边车道上，

地上撒有数十张百元大钞。 该男子

右手握着一把水果刀， 左手手腕处

已被划伤，鲜血直流，嘴里不停喊着

“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 。

据了解， 此时正值辖区中小学

校放学，过往学生较多，加之警卫任

务临近， 为避免男子的过激行为给

自身及他人造成次生伤害， 同时保

障广大学生及群众出行安全， 吴华

礼等人立即分工合作。 候力、万蒙两

人负责疏散围观人群和指挥现场交

通秩序， 吴华礼和孙强勇则负责安

抚男子情绪、 夺取其手中的水果刀

和帮其捡拾撒在路上的钱。

通过紧密合作，吴华礼等人成

功将男子手中的刀夺下，并从附近

药房买来止血药水和创口贴对其

伤口进行简单包扎。 与此同时，北

门派出所警力闻讯赶到现场，并将

男子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劝导和

安抚，同时通知其家人前来了解相

关情况。

据了解，男子姓田，今年 53 岁，

祖籍湖南，来铜仁定居多年，家住碧

江区线务站。

据其家属讲述， 田某位于线务

站的房屋因城市规划被拆迁， 获得

赔偿款百万余元。 此后，田某总在家

人或朋友面前妄称自己手中有很多

涉密资料，有人将对其谋财害命，家

中妻儿多番劝说均没有效果， 田某

始终不听劝阻，家人也是甚感无奈。

不久前， 田某就曾取出 1 万多元百

元大钞，在街上到处撒，幸得好心人

将其带回家。

根据田某家人的叙述， 民警分

析田某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建议其家人将他带往医院检查并由

专人看护。

（文晓旭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今年 37 岁的袁玉华，

现在与父母住在南明区龙洞堡的省

生物药厂老宿舍区，七年来，由于接

二连三的变故， 一家三口目前仅仅

靠 2000 元钱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

近日， 袁玉华的母亲罗伍群求助本

报， 希望好心人能为儿子提供一个

电动轮椅。

罗伍群告诉记者， 儿子在 2012

年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 此后，经过

针灸、热敷等理疗方式，袁玉华才渐

渐恢复了说话能力， 手指和一些关

节也能够进行有限的活动。

虽然医生曾诊断说， 袁玉华的

瘫痪可能无法治愈， 但他却并未因

此消极悲观。 在采访过程中，每当旁

人提及他的治疗方案或者想帮他站

立时， 轮椅上的袁玉华都表现得很

激动，嘴里一直嘟囔着话语，记者依

稀听见袁玉华说：“父母已经六七十

岁，自己要好起来……”

看见儿子坚强的样子， 罗伍群

也谈起两年前自己的经历。 2017 年

3月，罗伍群被确诊患有肠梗阻和直

肠癌。 同年，她的儿媳也与儿子离婚

了……

后来，罗伍群的手术很顺利，经

过多次复查， 她身体中原本癌变的

位置没有转移。 但一系列的治疗费

用也让罗伍群的家境每况愈下，除

了日常生活和买药， 一家人根本拿

不出钱来再添置其他物品。

袁玉华现在坐的轮椅还是 6 年

前已离婚的妻子给他买的， 由于长

时间使用，轮椅已经出现了磨损，底

部的踏板也已掉落。

袁玉华的父亲袁世才告诉记

者， 他们夫妻二人以前经常带着袁

玉华出去活动， 但如今两人都到了

花甲之年， 推起轮椅来也是力不从

心， 他们希望给袁玉华换一张电动

轮椅，方便其外出活动。

罗伍群今年 64 岁，袁世才也已

经 71岁了。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看见儿子站起来， 所以他们希望社

会上的慈善机构以及爱心人士能够

伸出援手，帮帮自己的儿子。

如有好心人能够提供帮助，请

联系袁先生，电话：13984190953。

（本报记者 申旭旺 陈佳艺）

闹市街头 男子抛撒八千元

儿子瘫痪在床，自己也有病在身———

这位老母亲 想为儿子换个电动轮椅

罗伍群一家三口

交警将男子带离现场

冒充“红会”科长

骗走老人4万多

警方抓住骗子， 为其追回

全款

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近百万元

仁怀一乡镇城建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