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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厂址：武进区牛塘镇东龙路88号—中长木业
店面：荆川路紫荆苑36-3号—美饰家橱柜
联系电话：13776870968 18961128501
更多系列：乌金木、黑胡桃、孔雀木、山核桃、硬枫木、巴花、红花梨、鸡翅木、缅

甸柚木等系列全屋定制请扫二维码或加微信：18019681999或18019687999
获取详情。

①红胡桃 2030元/套
②红橡 3130元/套
③北美樱桃 3330元/套
④金丝柚 2830元/套
⑤欧洲榉木 2430元/套
⑥乌金木 3930元/套

定制木门系列（不含五金)

定制门板系列（不含五金)

中长木业关心生命从我做起
家具巡回展常州站

远离白血病、拒绝甲醛、打造安全·定制家 时间：12月1日—28日

橱柜系列
①白杨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

板+门板白杨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1230元/米（限量18套）
②金楸檀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楸檀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530元/米（限量18套）
③欧洲榉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欧洲榉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630元/米
④美国红橡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美国红橡+石英石台面 特价：2930元/米
⑤北美樱桃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北美樱桃+石英石台面 特价：3130元/米
⑥金丝柚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丝柚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730元/米

衣柜系列
①15mm松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598元/平方米
②16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798元/平方米
③18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838元/平方米

①金楸檀木 608元/平方米
②红胡桃 598元/平方米
③欧洲榉木 708元/平方米
④美国红橡 748元/平方米
⑤金丝柚 698元/平方米
⑥北美樱桃 808元/平方米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
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
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
中动产于2018年1月4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8年1月
15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5幢1201室商

业办公房地产（建筑面积1068.79平方米）
2、常州市朝阳新村124幢102室住宅

房地产（建筑面积54.47平方米）
3、常州市天宁区乾盛兰庭15-301商

业房地产（建筑面积850.14平方米）。
二、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
福克斯小汽车一辆
三、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6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7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0.65平方米）
3、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8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1.09平方米）
4、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12

幢101室、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5、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3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6、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4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7、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21
幢102室、103室、104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8、整体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5-
1幢、5-2幢房地产2套（详见标的页面）

9、常州市劳动新村北21幢乙单元102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75.18平方米）

10、常州市尚东区花园7幢乙单元903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136.76平方米）

11、常州市钟楼区万水美兰城19幢105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284.29平方米）

12、常州市钟楼区花园新村45幢丁单
元502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45.4平方米）

四、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东方公寓7幢

乙单元502室房产(建筑面积123.25平方米)。
2、常州市新北区世茂香槟湖苑9幢

3013室房产(建筑面积242.13平方米)。
3、9套塑料注射成型机。
4、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华村土地

使用权及其上无证房产和附属物(建筑面
积9059.15平方米、土地总面积为14535.80
平方米)。

五、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
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六、联系电话：0519-83980990
监督电话：0519-85579394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拍卖标的
旺达纸业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338省道边，地号为

11120972001，国有工业出让土地、厂房及少量办公设施等，总
评估价为9569.58万元。

土地面积为117391.3平方米（176亩），厂房及附属物总面
积为32722.75平方米，其中有证房面积为32270.15平方米。

二、拍卖保留价
旺达纸业土地、厂房等本次拍卖保留价为7886.61万元，由

拍卖所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本标的近期将在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公开拍卖，有意者请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联系，详情可登
陆淘宝司法网（网址：sf.taobao.com）查询。

联系人：翟先生，电话 13775644527，陈先生，电话
13915832888。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厂房等
整体拍卖（第三次）公告

好不容易挂上专家号，专家却没按
时出诊；到医院看病，却被稀里糊涂地当
成教学用“小白鼠”⋯⋯

记者调查发现，在专家号“一号难
求”的现状下，部分患者遭遇“双簧”，严
重影响医患关系。

“排上专家号，不见专
家影”

郭女士近日慕名到东北一家三级甲
等医院寻名医。8 点多挂完号，就来到
医生出诊室。可上班时间到了，只有几
个学生模样的人在门口“接待”，并未见
到上年纪的名医。

一问才知道，“大夫忙着开会，要 10
点多才能来”。询问过患者多大年龄、有
何症状后，“接待者”让患者在一旁等待。

比上班时间晚了近两个小时，这位
名医姗姗来迟。郭女士因为挂的号靠前
还算幸运，当天上午就看上了，而靠后患

者只能推后了。
虽有延误，郭女士尚知谁在

给自己看病。而王明的就医经历
像看双簧。

几名白大褂围住他，开始听
诊看舌⋯⋯一番折腾后，主治医
生登场教学了。“那一刻我才知
道，前几位是实习医生，但没人提
前告诉我，莫名就成了小白鼠。”

几位曾在北京、哈尔滨等地
就医的患者说，除有过医生不按
时出诊、学生代为查房的经历外，
更严重的是医生压根不出现，直
接安排他们指导的学生代替，让
患者心中极为不快。

患者不爽 医生无奈

为什么一些医生无法按时出
诊？日均门诊量近百人、负责住
院患者10多人、每学期还要担任

20—40 学时的教学任务，这是
东北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的“工
作清单”。

“遇上开学季，上课是雷打
不动的，一周仅能挤出一天时
间出诊。”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
医生说，有时下课后学生追着
问，赶上上课、出诊相连，就难
免耽误后续出诊。

“各种检查、评比不断，越
到年底越集中，也是影响因素
之一。”一位张姓医生说，作为
学科带头人，他不仅要抢时间
整理材料，还要亲自上阵。

不按时出诊，很多时候是客
观原因，但不及时告诉患者“带
教实习”，就有不少主观原因。

一位医务人员介绍，个别
名医安排学生代替进行一些操
作，也不排除侥幸心理驱使。
比如一次大型手术后，患者病

情基本稳定，风险相对小的基础
工作，医生可能交给学生“锻炼”，
也减轻自己工作量。

让医者回归医人、传人

“医者，以医人为本。出诊爽
约或委托给其他医生甚至是实习
医生代管，暴露出医院管理失序，
执行规定不严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吴帆说，师带徒应“带
领”而非“代替”，这样患者、医生
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被尊重
和保护。

要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就要
有完善的监督体系，避免“有章不
循”。一些患者认为，对于那些“爽
约”医生、不能保证患者知情权的
医生，要按有关工作规章问责。

名医专家也同样需要减负。

一些专家建议，承担教学任务
的医院需平衡好身兼教学、临床、
科研等多职责医务人员的工作安
排，提前预留弹性时间，避免“人为
因素掐架”。

应从根本上改变“救 100 个病
人不如发 1 篇论文”的人才评价导
向，让医者真正回归医人、传人。

专家建议，在医生、医学生、试
用期医学毕业生服饰佩戴上应设
置明显标志，让患者一眼就能看出
来。在病房内张贴必要的“带教实
习”内容，明确哪些操作可以由学
生做。

有患者表示，医院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官网等，及时更新专家出
诊变化时间表。患者会理解一些
不可抗力因素，但一定要附上“有
说服力”的原因，不可草草了事，造
成医疗过程中的“塔西佗陷阱”。

来源：半月谈

白大褂里演“双簧”——

挂的专家号，接诊是实习生

厂址：武进区牛塘镇东龙路88号—中长木业
店面：荆川路紫荆苑36-3号—美饰家橱柜
联系电话：13776870968 18961128501
更多系列：乌金木、黑胡桃、孔雀木、山核桃、硬枫木、巴花、红花梨、鸡翅木、缅

甸柚木等系列全屋定制请扫二维码或加微信：18019681999或18019687999
获取详情。

①红胡桃 2030元/套
②红橡 3130元/套
③北美樱桃 3330元/套
④金丝柚 2830元/套
⑤欧洲榉木 2430元/套
⑥乌金木 3930元/套

定制木门系列（不含五金)

定制门板系列（不含五金)

中长木业关心生命从我做起
家具巡回展常州站

远离白血病、拒绝甲醛、打造安全·定制家 时间：12月1日—28日

橱柜系列
①白杨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

板+门板白杨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1230元/米（限量18套）
②金楸檀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楸檀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530元/米（限量18套）
③欧洲榉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欧洲榉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630元/米
④美国红橡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美国红橡+石英石台面 特价：2930元/米
⑤北美樱桃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北美樱桃+石英石台面 特价：3130元/米
⑥金丝柚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丝柚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730元/米

衣柜系列
①15mm松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598元/平方米
②16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798元/平方米
③18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838元/平方米

①金楸檀木 608元/平方米
②红胡桃 598元/平方米
③欧洲榉木 708元/平方米
④美国红橡 748元/平方米
⑤金丝柚 698元/平方米
⑥北美樱桃 808元/平方米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
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
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
中动产于2018年1月4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8年1月
15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5幢1201室商

业办公房地产（建筑面积1068.79平方米）
2、常州市朝阳新村124幢102室住宅

房地产（建筑面积54.47平方米）
3、常州市天宁区乾盛兰庭15-301商

业房地产（建筑面积850.14平方米）。
二、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
福克斯小汽车一辆
三、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6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7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0.65平方米）
3、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8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1.09平方米）
4、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12

幢101室、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5、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3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6、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4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7、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21
幢102室、103室、104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8、整体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5-
1幢、5-2幢房地产2套（详见标的页面）

9、常州市劳动新村北21幢乙单元102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75.18平方米）

10、常州市尚东区花园7幢乙单元903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136.76平方米）

11、常州市钟楼区万水美兰城19幢105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284.29平方米）

12、常州市钟楼区花园新村45幢丁单
元502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45.4平方米）

四、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东方公寓7幢

乙单元502室房产(建筑面积123.25平方米)。
2、常州市新北区世茂香槟湖苑9幢

3013室房产(建筑面积242.13平方米)。
3、9套塑料注射成型机。
4、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华村土地

使用权及其上无证房产和附属物(建筑面
积9059.15平方米、土地总面积为14535.80
平方米)。

五、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
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六、联系电话：0519-83980990
监督电话：0519-85579394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拍卖标的
旺达纸业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338省道边，地号为

11120972001，国有工业出让土地、厂房及少量办公设施等，总
评估价为9569.58万元。

土地面积为117391.3平方米（176亩），厂房及附属物总面
积为32722.75平方米，其中有证房面积为32270.15平方米。

二、拍卖保留价
旺达纸业土地、厂房等本次拍卖保留价为7886.61万元，由

拍卖所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本标的近期将在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公开拍卖，有意者请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联系，详情可登
陆淘宝司法网（网址：sf.taobao.com）查询。

联系人：翟先生，电话 13775644527，陈先生，电话
13915832888。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厂房等
整体拍卖（第三次）公告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11 日电（记者周蕊） 上海人社
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发布的《上海市 2017 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2017 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达 96.9％。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届上海高校毕业生中，“90 后”
约占 93.6％，“95 后”占比 47.4％，已经成为应届毕业生的
主力军。在求职择业过程中，这些“新新人类”最关心的因
素是职业发展空间，高于对薪酬福利的关注度。

统计还显示，201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5386 元，比 2016 届毕业生同期平均月薪增长了 7.9％。其
中，本科学历毕业生平均月薪4793元，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平均月薪8001元，毕业生学历越高，平均月薪也越高。

201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

平均月薪5386元

南京市政府11日公布了《南京市水环境提升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该行动计划提出，力争通过三年努
力，使全市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高。2018 年，巩固提升
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达到长治久清；启动建成区消除
劣Ⅴ类水体行动；玄武湖、月牙湖、莫愁湖、外秦淮河4个城
市重要水体水质达到Ⅳ类；全面开展农村黑臭河道整治；全
市域基本消除黑臭水体。2019年，建成区基本建成雨污分
流体系；巩固提升河道治理成效，防止黑臭现象反弹，保持
水体洁净，实现环境整洁优美、水清岸绿；基本消除劣Ⅴ类
水体，力争南湖、白鹭洲、乌龙潭、内秦淮河4个城市重要水
体水质达到Ⅳ类。

对于雨污分流工作，这一行动计划也给出了明确的安
排。以“重点断面、重要水体、干次管网”沿线雨污分流为重
点，成片成线成体系加快推进雨污分流工程建设，在 2017
年雨污分流攻坚的基础上，2018—2019 年新建 95 平方公
里、2783 个片区的雨污分流，实施 35 平方公里雨污分流建
成区域的“回头看”，完成 725 个片区的检查整改，实施 123
平方公里开发地块征收拆迁和 32 平方公里棚户区控源截
污，确保2019年底前构建全市96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雨污
分流体系。 来源：扬子晚报

南京：

2019年底前完成雨污分流

厂址：武进区牛塘镇东龙路88号—中长木业
店面：荆川路紫荆苑36-3号—美饰家橱柜
联系电话：13776870968 18961128501
更多系列：乌金木、黑胡桃、孔雀木、山核桃、硬枫木、巴花、红花梨、鸡翅木、缅

甸柚木等系列全屋定制请扫二维码或加微信：18019681999或18019687999
获取详情。

①红胡桃 2030元/套
②红橡 3130元/套
③北美樱桃 3330元/套
④金丝柚 2830元/套
⑤欧洲榉木 2430元/套
⑥乌金木 3930元/套

定制木门系列（不含五金)

定制门板系列（不含五金)

中长木业关心生命从我做起
家具巡回展常州站

远离白血病、拒绝甲醛、打造安全·定制家 时间：12月1日—28日

橱柜系列
①白杨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

板+门板白杨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1230元/米（限量18套）
②金楸檀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楸檀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530元/米（限量18套）
③欧洲榉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欧洲榉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630元/米
④美国红橡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美国红橡+石英石台面 特价：2930元/米
⑤北美樱桃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北美樱桃+石英石台面 特价：3130元/米
⑥金丝柚木系列：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

接板+门板金丝柚木+石英石台面 特价：2730元/米

衣柜系列
①15mm松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598元/平方米
②16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798元/平方米
③18mm橡胶木指接板+
9mm香樟木指接板
特价：838元/平方米

①金楸檀木 608元/平方米
②红胡桃 598元/平方米
③欧洲榉木 708元/平方米
④美国红橡 748元/平方米
⑤金丝柚 698元/平方米
⑥北美樱桃 808元/平方米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
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
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
中动产于2018年1月4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8年1月
15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时代商务广场5幢1201室商

业办公房地产（建筑面积1068.79平方米）
2、常州市朝阳新村124幢102室住宅

房地产（建筑面积54.47平方米）
3、常州市天宁区乾盛兰庭15-301商

业房地产（建筑面积850.14平方米）。
二、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

标的：
福克斯小汽车一辆
三、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6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2、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7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0.65平方米）
3、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8幢102室房

地产1套（建筑面积401.09平方米）
4、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12

幢101室、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5、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3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6、拆分拍卖常州市上书房14幢101室、
102室、103室房地产3套（详见标的页面）

7、拆分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21
幢102室、103室、104室房地产3套（详见
标的页面）

8、整体拍卖常州市钟楼区上书房5-
1幢、5-2幢房地产2套（详见标的页面）

9、常州市劳动新村北21幢乙单元102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75.18平方米）

10、常州市尚东区花园7幢乙单元903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136.76平方米）

11、常州市钟楼区万水美兰城19幢105
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284.29平方米）

12、常州市钟楼区花园新村45幢丁单
元502室房地产1套（建筑面积45.4平方米）

四、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东方公寓7幢

乙单元502室房产(建筑面积123.25平方米)。
2、常州市新北区世茂香槟湖苑9幢

3013室房产(建筑面积242.13平方米)。
3、9套塑料注射成型机。
4、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华村土地

使用权及其上无证房产和附属物(建筑面
积9059.15平方米、土地总面积为14535.80
平方米)。

五、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
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六、联系电话：0519-83980990
监督电话：0519-85579394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拍卖标的
旺达纸业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338省道边，地号为

11120972001，国有工业出让土地、厂房及少量办公设施等，总
评估价为9569.58万元。

土地面积为117391.3平方米（176亩），厂房及附属物总面
积为32722.75平方米，其中有证房面积为32270.15平方米。

二、拍卖保留价
旺达纸业土地、厂房等本次拍卖保留价为7886.61万元，由

拍卖所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本标的近期将在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公开拍卖，有意者请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联系，详情可登
陆淘宝司法网（网址：sf.taobao.com）查询。

联系人：翟先生，电话 13775644527，陈先生，电话
13915832888。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厂房等
整体拍卖（第三次）公告

为筹办喜酒的钱，准新郎在杭
州余杭区某小区对一名女车主实施
抢劫，遭反抗后仓皇逃离。记者 12
月12日从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
文某已被刑事拘留。

2 日，余杭警方接警，陈女士称
在地下车库遭抢劫。事发时，她独
自坐在自己的“宝马”车上，10 岁的
儿子返回家里给她取眼镜，一名戴
口罩的男子忽然拉开后车门上车。

看他手里拿着刀，陈女士赶忙
下车并喊“救命”。男子将她拉回到
车边，陈女士握住刀刃，不停喊“救
命”。此时，一辆轿车开进车库，男
子赶忙逃走。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在事发小
区 2 公里左右的路边发现嫌疑人踪

迹，经查，该男子作案后逃回安徽霍山
县老家。8 日凌晨，民警将其抓获。
据了解，6日他刚办了婚礼。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文某 27 岁，
在杭州从事房产中介，与女友定于 12
月 6 日结婚。他不愿让父母出办喜酒
的钱，父母觉得他应该有积蓄，也没多
问。本来，他在公司有笔佣金，但公司
财务出了点状况，钱发不出来，文某便
萌生了抢笔钱回家办喜酒的念头。

2 日上午，他来到事发小区，觉得
住在这里的都是老板，车上有现金的
可能性较大。在车库寻找目标时，他
发现一辆宝马车里坐着一名女子和一
个小孩，看到小孩离开后，上车拿出水
果刀实施抢劫。

来源：澎湃新闻

婚礼两天后落网

浙江一准新郎

为筹“喜酒钱”
劫宝马女车主

12 月 11 日，河南郑州经开区一座写字楼楼顶建造
了两个巨大的酒瓶，分别为“五粮液”和“贵州茅台酒”的
造型，其高度达 10 米，最大直径达 5 米，由不锈钢材料焊
接而成。

据了解，这幢写字楼内入驻有相关品牌白酒的销售
公司，这家公司在楼顶设置了这两座巨大的酒瓶，用以
展示公司业务。有路过市民调侃：“这么大的酒瓶，看看
都醉了。”

据 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