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 巧家县青少年足球队参赛途

中遭遇地震大巴被埋，14名队员在老师带

领下徒步20公里成功穿越震区， 队员们拒

绝比赛延期， 次日如约参加昭通市青少年

足球赛揭幕战。 此事经成都商报独家报道

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成都万裕实业和新

希望乳业的老总， 分别表态将为巧家县修

足球场，让“画在墙上的球门”成为历史。

昨日，成都商报从巧家县教育局及巧

家一中、三中证实，由成都万裕实业捐赠

的巧家一中足球场已开始动工，最快将于

国庆节前完工，而新希望乳业也表示将于

下周一签订捐赠巧家三中足球场协议。爱

心不止于此，四川广播电视塔也为孩子们

捐赠了8月12日观光门票收入上万元。截至

昨日中午，据不完全统计，巧家县青少年

足球队共获得各界募捐67064.9元。

巧家一中足球场开建

预计国庆前完工

8月8日，成都万裕实业董事长姚治明带

队赶赴巧家实地查看后，表态将出资百万元

为巧家一中捐建一个足球场。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成都万裕实业公司和巧家一中校

长何世荣处证实，8月14日，成都万裕实业相

关负责人带着工程部门到了巧家一中，就操

场的面积等进行了测绘、设计等，形成了初

步方案，已着手开始动工了。

“目前已在做排水等工程了，整个工

程预计将在国庆节前完工， 预计需百万

元。” 成都万裕实业负责该项目的一工作

人员介绍，“捐建足球场只是万裕实业支

持巧家教育发展的第一步，将来还将长期

合作，对巧家一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资

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没想到他们的效率那么高， 说干就

干。”成都万裕实业此举，有点出乎何世荣

意料，“最初我以为只会修足球场，后来他

们还说，还要帮我们修建跑道、看台等。”

下周一签捐建协议

巧家三中也将有足球场

除了成都万裕实业，新希望乳业控股有

限公司总裁席刚之前也表示，援建巧家足球

场，帮忙圆孩子们的足球梦。昨日，该公司负

责该项目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安排云

南公司相关人员专程和云南教育部门就援

建足球场一事进行了商谈，8月25日，公司将

前往云南省巧家县与当地教育部门签订捐

建巧家三中足球场协议。

“具体实施是指定公益机构来监督还

是由我们招标等细节尚未落实。” 该负责

人称，由于巧家三中和巧家一中的足球场

面积不一样，修建足球场的金额尚未最终

出炉，力争在10月份完成球场建设，确保

孩子们新学期能使用。 巧家县教育局、巧

家县三中负责人昨日向成都商报记者证

实了此事。“我们真的只能说谢谢，这个足

球场相信能圆许多孩子的足球梦。” 巧家

县三中校长梁余才说。

“墙上的球门”将成历史

孩子们的足球场开建啦！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周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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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中午， 杨磊骑电瓶车撞人

后，因缺钱怕被讹，将伤者送进医院后逃

跑。 在之后的一天里， 他备受良心的煎

熬。18日晚，他拨通成都商报热线，委托

记者转交500元医疗费和道歉信给被撞

女子，并于19日下午将500元现金通过保

安转给了记者（成都商报昨日曾报道）。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数次联系伤者

王赫轩及其丈夫张伟， 并来到伤者居住

小区外，想把这500元医疗费尽快转给他

们，但王赫轩和丈夫都称自己很忙，不方

便来收医疗费。 王赫轩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她和丈夫有个未满1岁的小孩，丈夫

最近工作很忙， 她的父母已于19日赶到

成都，并于昨日陪她去医院复查。复查结

果和前两次检查差不多，没什么大问题，

鉴于她受伤后一直头晕呕吐， 医生给她

开了一些药物和营养液。

谈到杨磊拜托记者转交的500元医疗

费时，王赫轩好像并不愿接收，她说自己

身体仍不好， 还要忙着陪爸妈去酒店，转

交医疗费这事只能以后再说。其夫张伟也

表示，“现在工作忙，空了再联系。”另一

方面，杨磊前日说道歉信已写好，但还需

时间修改，改好了会第一时间寄过来托记

者转交，而截至昨日发稿时，记者并未收到

杨磊的道歉信。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网友帮忙翻译，四川警方层层调查，云南

普洱市澜沧县木嘎边防派出所帮忙寻找……

为帮美美找到故乡，成都商报新媒体发起“破

解方言寻亲行动”，引起了网友关注。不到20小

时，美美的民族、家人姓名一一被网友破解，在

帮忙寻亲上起了很大作用。前日下午，好消息

终于传来，美美的父亲基本确认，他就是位于

中缅交界的木嘎乡班利村村民李扎母， 拉祜

族，1958年出生。 目前， 父女俩就只差做一个

DNA鉴定了。得知此消息后，美美同男友立即

收拾行囊，昨日从成都出发，前往云南寻亲！

“一晚上都睡不着，很想爸爸。”虽然已几

夜没睡好觉，但在路途中美美仍很激动。她说，

小时候爸爸的酒量很好，她的酒量也不错。回去

后，要和爸爸喝上一碗酒。“我很想爸爸，他是个

能干人。”离家多年，美美对故乡和父亲的记忆

已很模糊，也忘记了大部分民族语言。根据木嘎

乡班利村工作人员介绍， 美美父亲李扎母听不

懂四川话。不过，美美并不担心，毕竟血浓于水。

“这是我女儿。”昨日，班利村一名村干部将美

美的照片拿给李扎母看时，他双眼通红，一眼就

认出， 这是丢失了20来年的女儿。“我想让她回

来。”看着村干部，李扎母流泪了。当村干部告知

其女儿找到，正在来云南的路上时，李扎母激动

得跳了起来：“女儿找到了，要回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省投资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赵德胜接受组织调查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

成都商

报记者从省纪委监察局获悉， 四川省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赵德胜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凉山甘洛县政协副主席吉尔瓦日因涉嫌

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撞出来的良心对话 追踪

被撞女子

暂未收医疗费

本报记者暂未收到杨磊的道歉信

35岁的王敏（化名）是达州市渠县天

星镇长青村人， 她先后冒用2个人的户籍

信息，骗领了4本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

51次，前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涉嫌偷越国（边）境罪的王敏已被渠县警

方刑事拘留。

涉嫌偷越国（边）境被立案侦查

今年5月， 渠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渠县天星镇长青村居民

王敏有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和提供虚假信

息骗上户籍、骗办出入境证件，并涉嫌多

次非法出境入境偷越国（边）境的行为。

经查，王敏于2007年4月和2008年4月冒用

渠县居民唐某身份信息， 先后骗办了1本

往来港澳通行证和1本普通护照， 交替使

用以上两本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23

次。同时，王敏提供虚假信息骗上了名为

肖某的户籍， 分别于2006年8月2日和9月

15日申办了1本普通护照和1本往来港澳

通行证，交替使用以上两本出入境证件非

法出境入境28次。

今年5月30日，渠县公安局对王敏涉嫌偷

越国（边）境一案立案侦查。目前，王敏已被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

从“串串”处买身份信息办护照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办案民

警———渠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许姜武。

许姜武介绍，此案是由达州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处移交给渠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的，再交由渠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进行

侦查。被公安机关挡获后，王敏告诉民警，

2007年时，她从一个“串串”处购得了一套

“唐某”的身份信息，同时利用这套身份信

息办理了普通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

“具体她是怎么用他人信息办理了出

入境证件这个还不清楚。”许姜武表示。但

据王敏当时供述，她只是在“串串”出售

给她的那份信息上， 粘贴了自己的照片，

便成功办理了。由于时间已过去了7年，王

敏告诉民警自己已不记得当初那个 “串

串”的样貌和联系方式，渠县公安局治安

大队民警通过多方侦查，暂时还未能查到

这名“串串”的信息。

供述出境动机是打工和旅游

对于为何使用虚假护照和往来港澳

通行证频繁出入境，王敏供述，自己的动

机是出境打工和旅游。

许警官称，王敏去过马来西亚、泰国、

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实际

情况的限制，我们无法到境外核实王敏所

反映的动机是否属实。” 许警官表示，若

从境外公安部门了解到王敏在境外有不

法行为，届时会再另行对其进行调查。

今年5月以来，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利用多重户

籍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62起，利用伪假户

籍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13起。 其中，46起

是通过系统人像比对发现，其余通过咨询

了解等工作发现。

在发现申请人持有多重户籍后， 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及时通报当地治安户

政管理部门，及时将多重户籍注销，并将利

用多重户籍办理的出入境证件宣布作废。

近期，各地重点查处弄虚作假利用伪

假户籍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4起。除王敏被

刑事拘留外，其余3起案件已及时通报治安

户政管理部门，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美美赴云南寻亲

“父亲”李扎母：想女儿回家

巧家三中足球场

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

司捐赠，该公司25日将赴巧

家签订捐建协议， 力争10月

份完成建设

巧家一中足球场

成都万裕实业捐赠，目前

已形成初步方案开始动工，已

在做排水等工程，预计国庆前

完工

孩子们的

新球场

4本证件咋到手的

通过冒用渠县居

民唐某身份信息，以及

提供虚假信息骗上了名

为肖某的户籍， 先后骗

办了4本出入境证件。

出入境51次干什么

王敏供述，自己的

动机是出境打工和旅

游。

工资输大半无法向老婆交代

赌博被抓后派出所内行窃

发工资当天，男子就去玩赌博机，没想

到不到半天，工资就输了大半。更糟的是，

遇到警察抓赌， 他被带到派出所调查。后

来，男子越想越害怕，刚发的工资差点输光

了，回家可怎么跟老婆交代。想来想去，男

子把手伸向了一起被调查的人， 从他人挎

包内偷走了2800元。近日，因涉嫌盗窃罪，

该男子已被锦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5月5日，对欧某来说，本是个好

日子， 因为当天发工资了， 而且还算不

少———5500元。 拿到工资， 欧某决定去

“赌一把”。当天下午1点多，欧某来到经

天路一家铺面玩赌博机，3个小时不到，

5500元工资输得只剩下了1300元。 欧某

觉得不能再赌了，但他还是不愿离开，而

是在一旁看别人赌。

下午5点左右，警察来抓赌，店内一

群人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春熙路

派出所， 欧某和其他围观的人被关在调

解室内。晚上6点半，欧某给同事打了电

话，让他们帮忙去接一下女儿。因为房间

内人很多，打完电话后，欧某觉得手机放

在裤兜里不安全， 就跟一个店员的姐姐

说，先把手机放在她的挎包里。后来，欧

某又拿手机打电话时，发现挎包内有钱，

大概有两三千。欧某想到，自己的工资差

点输光了，回家怎么向老婆交代，干脆把

这些钱偷了。随后，他趁人不备将店员姐

姐挎包里的钱偷了出来。一个小时后，店

员姐姐发现钱不见了，并告诉了警察。随

后， 警察让所有人将身上物品全部拿出

来， 结果只有欧某身上的钱超过了2800

元。警察将欧某叫出去询问，欧某一开始

不承认，称钱都是自己的，但后来警察查

看了调解室的监控， 欧某见状交代了自

己的盗窃行为。近日，因涉嫌盗窃罪，欧

某已被锦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锦江检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绵阳教投公司系列腐败案

昨起开庭审理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

昨日，绵

阳教育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教投

公司)系列腐败案之一的教投公司原董事

长王和金涉嫌受贿一案， 由绵阳市涪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悉，该公司另两

名涉嫌受贿的原董事长邱兴元、 兰继坤

也将于21日、22日分别接受审理。 公诉机

关指控， 被告人王和金在任绵阳教育投

资公司董事长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

承建方160万元和手表、名酒等贵重物品，

并在项目中标、 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其

谋取利益。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今年5月以来

全省发现62起用多重户籍骗取出入境证件案

女子冒用2人户籍 骗领4本出入境证件

非法出入境51次 自称去打工旅游

该女子被渠县警方以涉嫌偷越国（边）境立案侦查，已被刑拘

我想知道我是谁 带着身份嫁给他 追踪

新闻链接

爱心不止于此， 对孩子们的足球

梦，社会各界也在持续关注。

继8月9日，四川隆发足球俱乐部

通过比赛为孩子们募得17884.90元

善款后，昨日，该俱乐部表示，将在

本周末的比赛上再次募捐，两次募捐

的善款将一并捐给巧家县用于足球

基础建设。

四川广播电视塔为了帮助巧家县

青少年足球队，也将8月12日全天的上

塔观光门票收入共计13180元全部捐

赠给了巧家县民政局， 用于帮助孩子

们圆足球梦。

此前， 阿里巴巴集团公益项目天

天正能量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宣布奖励

孩子们2万元。昨日，该项目工作人员

表示，已和巧家一中校长取得联系，目

前财务正在办理之中。

此外，佳士多（中国）便利连锁为

灾区孩子举行的义卖活动也在进行之

中。加上8月8日，川之魂球迷协会募捐

到1.6万元，截至昨日中午，据不完全

统计， 巧家县青少年足球队共获得各

界募捐67064.9元。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巧家县青少年足球队

已获捐款6万余元

巧家校园足球队遇地震大巴被埋 徒步20公里如期参赛 追踪

巧家县一中，工作人员已开工修建足球场

成都万裕实业供图

美美昨日启程前往云南老家

案件

两大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