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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正在展出省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上缴的
礼品，有不少感兴趣的市民前往参观。
2018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河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12楼会议室对这些礼品进
行公开拍卖。记者了解到，如果第一次
流拍，将降价继续拍卖，直到展品拍出
为止。据了解，这是河南省首次公开拍
卖省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上缴的礼品。
此次拍卖标的包括购物卡、名人书画、
名表、名酒、邮票等各类有价证券、礼
品近2000件。

竞买标的种类繁多竞买标的种类繁多

记者看到河南省豫呈祥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拍卖
公告，定于2018年9月15日上午9时在河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2楼会议室对各
单位工作人员上缴的礼品进行公开拍卖。

“现在展品正在进行预展，9 月 13 日
和14日是报名参加拍卖的集中期。”9月
13 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河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交易组织处的王先生时，他表
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只是一个平台，具
体组织拍卖的为拍卖公司，上缴礼品的
为省直单位、各厅局以及省直管的国有
企业。

“这些物品一直在纪检部门的库房存
放，由于这是第一次集中处置，有些物
品的年限可能有 10 来年之久。”王先生
表示，根据省财政厅和纪委监察厅出台
的操作实施细则，如果某些礼品初始定
价较高，第一次没有拍出去，会进行二
次降价甚至三次降价，直至将该物品拍
出为止。“也有一些过期的物品已经作报
废处理。”

记者看到，公开拍卖的物品包括购物
卡、储值卡、黄金、铂金、钻石、翡翠、和田
玉、名人书画、名表、名酒、邮票、衣饰、皮
具、床上用品、电子产品、瓷器、工艺品、保
健品、香烟、生活用品等。

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可登录豫呈祥
官网及朝奉汇微信公众号下载拍卖标的
清单。自公告之日起即可登录河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账户注册 （须
提供个人基本信息，上传身份证照片及
承诺书、开户行信息） 提交受让申请，
完成审核后，9月14日17时前向河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户交纳相应数额竞
买保证金 （竞买单项标的交纳 500 元保
证金，全部标的需交纳5000元保证金）。

金饰参考价接近近期金价金饰参考价接近近期金价

记者在网上看到了拍品的照片展
示，各个物品已经根据拍品的规格型
号、数量、生产日期等，标注有参考
价，贵州茅台 （53度） 一瓶的参考价大
多为 1000 元上下，一款茅台经典玉液
（52 度） 的参考价只有 50 元。对于金戒
指、金佛、金币等物品，参考价大多接
近近期金价。第 598 号拍品为一支手枪
以及几颗子弹，拍品介绍为“中国革命
第一枪摆件”，参考价为1000元。

“这支手枪只是工艺品，并无杀伤
力，否则也不敢拿出来进行拍卖。”豫呈
祥拍卖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网
上的参考价只是作为参考，并非最终的
起拍价，起拍价在拍卖开始之前才会由
委托方提供。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组织
处王先生表示，对于拍品的价格，省财
政资产管理中心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定价，然后报到省财政厅再进行最终确
认，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拍卖。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规定，党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违规收送礼品，因
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应当在规定
期限内主动上缴至单位并登记，但上缴
物品堆放在各单位库房里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资源闲置。为规范上缴礼品的接
收、处置工作，河南省级政府公物仓对
各单位移交的有价证券、礼品，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以网络竞价、拍卖、
变卖、直接变现、移交等方式进行处
置，处置收入扣除相关费税后，足额上
缴省级国库。

据《法制晚报》

河南今拍卖机关人员上缴礼品

据新华社电 9月10日下午5:05分，湖南长沙
开福区金马路的七彩虹幼儿园，一名四岁的小男
孩为了跟喜欢的女孩回家，打开幼儿园的后门，偷
偷溜出了居民楼的大门，跟上了从幼儿园前门被
接走的女孩，但被女孩以“不要跟着我 ”拒绝。

两分钟后，男孩出现在江湾路口的公交车
站，爬上了一辆11路公交车，他的家就在11路车
的终点站，然而到了站，却不知道怎么下车，最终
小男孩被公交司机“抓”到了调度室，不久，就被
幼儿园接走送回给家长……

逃出幼儿园，被女孩拒绝又上公交车

9月11日，记者从七彩虹幼儿园了解到，下午
四点半到五点半，是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学校忙
着应对来接孩子的家长，都在前门忙活。怎么也
没想到，一个四岁的男孩会因为要追上喜欢的女
孩子，就从后门打开消防通道的防盗门，又跨过
居民楼的大铁门，偷偷溜了出去。

监控显示，下午五点左右，男孩还坐在凳子
上。是五点零五分，园内的工作人员判断，男孩
趁老师没注意，从消防通道的后门跑了出去。据
幼儿园园长说，女孩家就住在对面，男孩跑出去
找她，却被女孩挥手，以“你不要跟着我”拒绝。

因为幼儿园离江湾路口的公交车站很近，只
有两分钟路程。而男孩的家又住在11路公交车
的终点站，距离江湾路口只有两站路。赤岗冲的
监控显示，5:07分，男孩跟在一群中小学生后面，
爬上了公交车。随后男孩就一直站在公交车的
后门门口，到了站，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只有男
孩还站在那。司机说，询问家庭住址和父母，男
孩都说不清楚，只能带在身边。

孩子突然不见人影，忙瞎了幼儿园

5点半左右，男孩所在班里的看管老师发现
了情况，紧急报告给园长。园长打电话给家长，
家长说没有接孩子回家。大人们开始着急了。
与此同时，11路的公交司机正向车队汇报，“在车
上捡到一个孩子”。随后，因为要将车重新开回，
司机决定带着男孩上车，回到赤岗冲调度室，再
想办法找他家人。

而发现男孩不见了的幼儿园已经急疯了。用工
作人员的话说，是脸色都白了。园内立即启动应急措
施，通知湘江世纪城的业主群，在群内扩散消息。很
快，就有一位家长通知了幼儿园，说在11路公交车上，
看见了男孩。幼儿园立即给11路公交车司机打电话，
核实了男孩的体态特征后，确认是走丢的孩子无疑。

下午 6:01 分，园长说，她给孩子爸爸报了平
安，说孩子找到了，在11路公交车上。晚上8点
左右，幼儿园从赤岗冲的公交调度室接回小孩，
送回给孩子家长。大家悬起的心终于放下了。

消防通消防通道门没上锁，给了“逃跑”可乘之机

出了这种事故，幼儿园说，是他们的责任，以
后会严加看管小孩，对这次看管的老师，也会内
部处罚。只是小孩原本就调皮，为了防止小孩乱
窜，幼儿园的门应该是铜墙铁壁才是，怎么就让
这位四岁的小朋友竟然不小心溜了出去呢？

园长说，这都是因为消防通道的门没上锁。园
内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消防通道的门都是上锁的，为
了保证安全，钥匙都挂在门上。但是有小孩调皮，经
常拿着钥匙玩，把钥匙弄丢了。后来他们觉得有看
管老师在，索性没有锁门。不想出了今天的事故，园
方说，以后所有防盗门都会上锁，再将钥匙用钉子挂
在门梁上，只让老师能拿到，孩子拿不到。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齐中
熙 赵健）记者 14 日从民航局获悉，依据

《地名管理条例》和《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
定》等规定，并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同
意，北京新机场名称确定为“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机场及其配套工程将于明年6
月30日竣工验收，9月30日前投入运营。

北京新机场自2014年11月项目获批
以来，主体工程和平行工程建设稳步推
进，运营筹备工作实现良好开局。截至目

前，机场飞行区土方工程已完成 93%、道
面工程完成62%，飞行区工程计划明年5
月全部完成；航站楼现已全面进入精装
修、机电安装、登机桥等施工作业阶段，航
站楼精装修工作将于2019年4月完成；空
管终端管制中心现已全面进入精装修、机
电安装阶段；中国航油储油罐主体工程完
工，并完成试水试压；场内市政交通配套
工程加快推进，进出场高架桥结构、场内
综合管廊结构已全线贯通。

新华社青岛9月14日电（记者张旭
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14 日对备受关
注的“青岛城阳灭门案”一审宣判，四名被
告人均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忠吉与被告
人李晨华系夫妻，李忠吉系被告人李钟
植、金善今夫妇养子。2017年10月，四名
被告人租住被害人纪某某、蒋某某夫妇位
于青岛市城阳区某小区单元楼 601 室。
纪某某、蒋某某与子女被害人纪某雪、纪
某龙一家居住在同单元702室。

因李忠吉一家未支付房租，纪某某、
蒋某某多次到 601 室催要。李忠吉遂起
意劫取纪某某一家财物，并与另外三名被
告人商定将纪某某一家逐一骗至601室，
分别进行捆绑控制，如遇反抗就杀死。

去年11月14日18时许，被告人李忠
吉至 702 室以电视损坏为由将纪某某骗
至 601 室，趁纪某某不备，用手捂住其口
部，持单刃刀将其控制。后李忠吉又将蒋
某某、纪某龙骗至601室，因两人反抗，李

忠吉、李钟植用手捂住其口鼻致其死亡。
随后，李忠吉与李钟植以取合同为由

骗纪某雪打开702室房门，二人进入室内
后捂压纪某雪口鼻，并用绳子将纪某雪捆
绑控制。李忠吉趁纪某雪昏迷之际将其
强奸，后纪某雪死亡。其间，李忠吉从702
室劫得现金人民币 4700 余元、天王牌手
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675元）等物品。

当日23时30分许，四名被告人用绳
子将纪某某勒死。11月15日，四名被告
人乘坐出租车从青岛市城阳区逃至北京
市昌平区。次日 18 时许，公安人员在北
京市昌平区某公寓内将四名被告人抓获。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故意
杀人罪、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忠吉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李钟植、李晨
华、金善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
时，法院判处四名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9404元。

四名被告人当庭均表示服判，不上诉。

4岁男孩逃出幼儿园原因你想不到

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9月14日，在圆通速递杭州转运中心的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机器人在操作平台
上将包裹运到对应区域格口。

当日，阿里巴巴旗下物流平台菜鸟网络与圆通速递联合开发的超级机器人分拨
中心在圆通速递杭州转运中心正式启用。据了解，高峰期时，在约2000平方米的场地
内，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350台机器人昼夜作业，每天可分拣超过50万个包裹。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青岛城阳灭门案”一审宣判

机器人分拣包裹一天可分机器人分拣包裹一天可分5050万单万单

据新华社电 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件，犯罪
分子通过微信大量发布免费赠送“华为手
环”（实为仿冒品）的信息进行诈骗。此案受
骗群众多达200余万人次，遍及全国各地，被
骗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但几
乎无人到公安机关报案。

该诈骗集团作案方式隐蔽，迷
惑性强。犯罪分子先是利用各种
方式添加不特定对象微信，发送

“识别二维码免费领取华为智能手环”信息，声
称名额有限，活动仅限3天，只需缴纳邮费。

而所谓手环实为仿冒品，实际价值不足
2元，邮寄平均费用3.5元，但却要受害者交
29元的货到付款邮费，差价23.5元被犯罪分
子骗走。犯罪分子以手环为诱饵，以骗取邮
费为目的，群众防不胜防。

该案受骗群众众多，但无报案记录。经
查，该案受骗群众多达200余万人次，遍及全
国各地，被骗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但几
乎无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受骗群众有的误
以为手环存在质量问题，没有意识到上当受

骗，反而向华为公司投诉；有的因被骗金额
小，明知受骗也不报案。

犯罪集团公司化运营，集团化管理。该
电信诈骗集团在哈尔滨市高档社区租用近
万平米写字楼，总人数达600余人，分为团伙
头目、大组长、组长、小组长、底层成员五个
层级，按照不同层级分赃。

警方在抓捕过程中，起获大量手机卡、
数百万条发货信息，光是近两个月来的发货
量就高达61万件，光是负责包快递的人就有
40人，公司员工销售额排行榜就贴在墙上，
仓库中还有大量没有发出的货品。

该集团还有专门的人事部
对外发布招聘信息，许以高额
工资待遇，不少刚毕业大学生
被高额薪酬吸引，误入该犯罪
集团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切忌贪小便宜。如
果上当受骗，即使被骗数额再小，也要第一
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使警方及时掌握线
索，便于早日破案挽回损失。

另外，还提醒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
生，要提高法律意识，增强识骗能力，擦亮双
眼依法从业，以免误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扫码领“华为智能手环”？

200多万人中招却几乎无人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