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快步上前接住孩子

本报讯 6 月 21 日， 记者从印

江县委宣传部证实：6 月 18 日，印

江供电局一居民楼内， 一小孩不慎

从 3�楼坠落， 一男子迅速冲上前

去，用双手接住了小孩。

据介绍， 救人者与小孩均未受

伤。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本报讯 一五旬男子为“寻求

刺激” ，在六盘水火车站以接听电

话的方式接近女性旅客，伺机偷拍

裙底，结果被民警当场抓获，并受

到行政拘留 7日的处罚。

6 月 20 日上午 11 时许，六盘

水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进站口开

展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疑似

正在用手机偷拍女性裙底。由于该

男子拍得太专注，民警走到他跟前

时，他仍在“全神贯注”地偷拍。

“我们是六盘水车站派出所

的民警， 你涉嫌侵犯他人隐私，请

跟我们走一趟！ ” 民警大声亮明身

份，男子这才扭头，发现警察已站

在跟前，立刻傻了眼。

在派出所讯问室，民警检查该

男子的手机，发现里面有很多他偷

拍的不雅照片。

经查，该男子夏某是贵州六盘

水市人，现年 55 岁。 夏某交待，当

天，他在家觉得无聊，便跑到六盘

水火车站偷拍，以“寻求刺激” 。

在民警的监督下，夏某将偷拍

的不雅照片全部删除。警方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对夏某处以行政拘留

7日。 （吴志伟 本报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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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收身份证、手机，

不集体上课， 而以资本运作为旗

号拉人骗钱。 ” 6 月 19 日，贵阳市

白云区开展集中清查行动， 捣毁

传销窝点 28 处，查获涉传人员 80

名。

当天上午 9时， 由白云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联合区委政法委、 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成立“打传专班” ，根

据前期建立的违法出租和传销人员

台账， 对梳理出的辖区云城尚品小

区内 28户出租屋进行清查。

随后，“打传专班” 工作人员对

出租屋内传销人员突击询问， 结合

前期掌握的传销人员活动特点、窝

点分布情况， 顺藤摸瓜， 一举查获

80名涉传人员。

由于未能构成刑事打击条

件，“打传专班” 工作人员对涉传

人员进行反洗脑教育， 并移交工

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50 元后，遣

返回原籍。

经查， 本次查获的涉传人员均

属于“1040 阳光工程” 传销组织，

主要来自广西、湖北、广东、云南一

带，他们以投资少、回报快、收益高

为诱饵，诱骗亲朋好友到贵阳“发

展” ， 逐渐引诱对方交纳高额入门

费后加入传销组织。

记者了解到， 该类传销不限制

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证、手机，不集

体上课， 而以资本运作为旗号拉人

骗钱，利用开豪车、穿金戴银等，用

金钱吸引，让亲朋好友加入。

据介绍，接下来“打传专班” 将

以本次清查行动收集到的信息为线

索，深入调查，加大打击力度，尽快

将云城尚品小区内传销组织的核心

骨干成员绳之以法。

警方提醒， 广大市民日常生活

中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 切勿相信

任何不劳而获的高利益回报， 对于

各种所谓的资本投资， 必须详细了

解，清醒认识，一旦发现上当受骗，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报记者 成虹飞）

白云区捣毁传销窝点 28处

本报讯 昨日上午，来自遵义的

27 岁李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赶到

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领取体

育彩票“幸运大礼”———1000 万元

大乐透头奖， 并向贵州省体育发展

基金会捐赠了 5万元。

体彩大乐透第 19068 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04、05、08、17、27” ，

后区开出号码“06、11” 。 本期是新

规则上市后的第 50期开奖，以 3.02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

票公益金 1.08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

出 6注一等奖。其中，3注为 1800万

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一等奖，花落江苏、河南、云南；3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河北、广东、贵州。 贵州中出的头

奖出自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彩票网

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6+2复式票。

在颁奖现场，李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遵义一家私营公司上班做销

售，购买彩票已有 3 年时间，几乎每

期都买，以往中奖都是中一些几元、

几十元的小奖。后来，他开始琢磨体

育彩票每期开奖的走势图， 此次中

奖的号码就是他研究走势图后，自

认“有感觉” ，坚持守号，追了半年

多。 李先生表示：“我刚结婚不久，

孩子也刚出生， 这次中了大奖要好

好改善一下生活。 ”

领取幸运大奖后， 李先生了解

到贵州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在学校体

育器材捐赠、 退役运动员就业、创

业、疾病资助、体育进社区、体育拥

军等方面的作用后， 自愿向该基金

会捐赠了 5万元。 （本报记者）

遵义彩民领取千万元“体彩大礼”

并向贵州省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5万元

本报讯 6 月 21 日， 一男子到

贵阳市文昌北路一家美团外卖应聘

被拒后， 用剪刀抵住肚子威胁店家

索要精神损失费。 处警警员赶到后

及时处置将其控制。几天前，该男子

以同样的方式向一保安公司索要了

700元钱。

当日 13时许， 在贵阳市文昌

北路附近，一名 20多岁的男子到美

团外卖应聘未果后，拉开衣服，用剪

刀抵住肚子威胁店家讨要精神损失

费，扬言要自杀。

接到指令后， 民警熊钰等随即

赶到文昌北路处警。 民警到达现场

发现， 该男子李某某三天前在黔灵

东路一保安公司应聘被拒后， 以利

器威胁索要精神损失费。当时，民警

赶到后，及时处置将他劝离。不料他

第二天又前去闹事， 从该保安公司

索要了 700元钱。

由于李某某较为偏执， 且情绪

较为激动，民警放下盾牌等工具，一

边慢慢靠近进行劝说， 一边寻找机

会进行控制。

经过 10 多分钟的交谈， 李某

某放松了戒备。 熊钰找准时机，果

断出手，用双手紧紧握住该男子手

中利器。 与此同时，民警郑斌与其

他队员上前一起将他控制。

经初步了解， 李某某疑似存在

精神方面的问题。目前，李某某已被

移送南明公安分局就近的派出所作

后续调查处理。

（本报记者 张鹏）

因其行为偏执方式极端，被民警果断拿下

应聘被拒 他威胁索要精神损失费

本报讯 6 月 21 日，一辆液化

罐车抛锚在兰海高速独山上司收费

站外，液化气泄漏，黔南州以及独山

县多部门紧急处置， 终于在事发 5

小时后化解了危机。

据当事驾驶员介绍， 当车开

到兰海高速独山境内时他察觉车

辆发生机械设备故障， 刚开出上

司收费站 800 米处， 车辆就地抛

锚。 到 21 日清晨，他发现液化气

罐压力陡然升高， 液化气液随之

发生泄漏。担心事故扩大，他选择

报警。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的第一

时间就派出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与

此同时， 独山县政府办调派应急部

门、消防、公安以及燃气公司相关技

术人员奔赴现场。

罐体“漏气” ，随时都有可能发

生燃爆。 专业人员首先对罐体进行

排气减压操作。 在消防部门和液化

气公司的配合下， 采用一边给拆卸

部位喷水预防火花和静电， 一边进

行车头更换。 排险人员在中午 1 时

许将车头成功更换， 经过 5 小时左

右的救援， 车载设备即时恢复正常

工作，危险解除。

（王林斌 本报记者 张仁东）

高速收费站外 抛锚液化罐车“漏气”

事发独山县境内，多部门联合排险 5小时

■新闻速递

为“寻求刺激”

偷拍女性裙底

专业人员放气排压

查获传销人员

查获涉传人员 80 名，警方提醒市民加强防范

民警走近时他还在拍

男子双手接住

三楼坠落儿童

两人均未受伤,事发印江

①楼下男子发现情况不对

②此时孩子正从三楼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