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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束两地生活，陕西男子王某听
信网恋女友劝说，辞职来到扬州，加入
一直销组织，结果，没赚到钱，反而花光
积蓄，还欠下10多万元债务。因无力还
债，王某压力增大，对女友心生怨恨，竟
持刀砍了对方四五刀。近日，开发区法
院审理此案，王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女子被砍伤送医救治
行凶者竟是男友，已抓获

1月19日早上6点45分，扬州市中医
院收治了一名女性伤者，该伤者脸上、
身上都是血，由一名男子搀扶送至医
院。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发现，该女子
面部、身上共有4处利器伤，分别在左
脸、左大臂、左肘关节和左腕关节，伤情
比较严重。
医护人员分析认为，该女子属于遭
人砍伤，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在紧急抢
救过程中，其中一名医护人员打电话报
警。很快，民警赶至医院，待该女子伤势
稳定后，向其了解情况。经查，该女子名
叫小苹（化名），今年27岁，河南三门峡
人，暂住在扬州某小区。
小苹称，砍她的人是她男友王某，
和她一起在扬州做直销。为何被男友砍
伤，小苹也说不清，因为两人并没有什
么大矛盾，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王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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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压力比较大，想要回家。案发当天早 疑，王某可能怪她把他带入直销，为此
上，王某再次提及此事，小苹可能说话 欠下债，因而对她因爱生恨。
带了情绪，嗓门比较大，刺激到了王
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对王某展
某，王某听罢，拿菜刀砍了小苹几下， 开侦查。当天晚上11点左右，民警在东
就跑了出去，幸亏合租的朋友听到惨 区大润发旁边的家和豆浆店内，将王
叫，及时赶来，将她送至医院。小苹怀 某抓获。

网上相识来扬发展
被女友拉入直销欠10多万

经查，王某，今年26岁，陕西渭南 在泰州一家公司做技术人员，收入比
人。归案后，王某交代，在来扬州前，他 较稳定。2016年12月，他在QQ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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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兴趣部落上，认识了小苹。在聊 不下去了，想要离开。于是，他到小苹
天过程中，两人很有共同话题，越聊 房间，说起自己的窘境，小苹安慰他
越投机，很快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几句后，让他去做饭。
去年2月，小苹提出，让王某到扬
想到自己欠了亲友、银行10多万
州来，和她一起做鱼子酱直销。而当 元，无力偿还，又因此和亲友闹僵，王
时，王某也希望两人结束异地生活， 某感觉有点走投无路。他认为，在不
于是，辞职来到扬州，与小苹等人合 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收入稳定
租生活。
的技术员，到一个负债累累的无业游
在此期间，王某在小苹的发展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下，陆续花费15万余元，购买直销产 一切都是被小苹骗来做直销所致。
品。这15万元中，不仅有自己的全部 “我想，她以后还会骗其他人，就想给
积蓄，还有他向亲友借的7万元，以及 她个教训。”
通过信用卡透支的3万余元。此时，王
想到这里，王某拿着菜刀来到小
某才发现，所谓的直销根本赚不到 苹房间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做
钱，感觉被小苹骗了。
早饭，我要走了。”
案发前几天，银行催其还款，如 “要走你就走吧。”小苹说。王某
再不还钱，就可能涉嫌信用卡诈骗。 听了这句话，积压的情绪彻底爆
案发当天早上，王某想到负债累累， 发，持刀砍了小苹四五刀后，逃离
靠做直销也赚不到钱，感觉在扬州呆 现场。

法院认定女方有过错
男子赔偿获谅解被判缓刑

经鉴定，小苹脸上、身上的4处刀 被害人存在过错，对王某可酌情从轻
伤分别构成轻伤一级、轻伤二级。案 处罚；王某案发后与被害人达成赔偿
发后，王某的亲属与小苹达成赔偿协 协议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议，积极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并取得 同时法院综合考虑王某的犯罪情节、
对方谅解。
悔罪表现等，决定给予其一定缓刑考
近日，开发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验期限，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 常乐 记者 刘娟
王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

升级后将侧重体验式消费，主打“智能家居”

能家居方面 ， 消费者能获得什么样的
消费体验 ？
蔡永昊 ： 我们在店里将会展示我

西门子品牌形象店进驻汇银文昌店
一部手机就能“互联”所有家电

5月底，汇银家电文昌店将完成
提档升级，以一种全新的业态重新开
业。新文昌店将主打“智能家居”，更
偏重“体验式消费”，尤其新店的一
楼，将全部交给西门子家电，打造一
家大型的西门子品牌形象体验旗舰

进驻汇银文昌店

店。这家西门子家电品牌形象体验旗
舰店有何特别之处？将给消费者带来
什么样的新购物体验？昨日，记者专
访了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扬州办事处负责人蔡永昊。

西门子将打造品牌形象店

记者 ： 汇银文昌店将位置最好的 打造区域的品牌形象店。
一楼地段 ， 交给西门子家电打造品牌
记者 ： 这次进驻汇银文昌店的
形象店 ， 这个品牌形象店 ， 将是怎样 “ 西门子品牌形象体验旗舰店 ”， 将会
有哪些亮点 ？
定位的 ？
蔡永昊 ：我们这家店位于汇银文
蔡永昊 ：我想我们这个店，主要会

昌店，总面积达700多平方米，我们专 有三方面的亮点。一是品种全、档次
门请了上海的设计公司做节能型设 高：西门子是外资第一大家电品牌，家
计，按最高标准来打造，这家旗舰店 电的品牌比较齐全，同时还有博世系
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在我们整个西 列产品，这次我们的形象店，将会涵盖
门子家电销售网点中都是很罕见的， 数十类的家电产品，可以说是应有尽
在江苏我们可能是规模最大的，在全 有，同时不少家电产品都是纯进口的，
国这么大规模的店，也是很少的。因 档次也较高。其次这个将会是“体验
为我们对这个店的定位很高，就是要 店”，我们的店面布置将会是非常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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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女友拉入直销欠下10多万债务
无力还债
他砍了女友四五刀
法院认定女方有过错，男子赔偿获谅解，被判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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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新的智能家居技术，成套化的智
能家居产品。西门子不久前推出了新
一代智能家居平台——
—“家居互联”，
“家居互联”支持联结不同品牌家电产
品，它能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实
现直观便捷的操控，该软件采用开放
平台策略，可兼容不同的产品类型、品
牌、功能以及服务。
将来，通过“家居互联”联结所有
化的，消费者都是可以参与体验的。此 里面将会展示我们最新的智慧家电产 家电产品后，消费者可通过监测功能
外，我们这个店也将主打“智慧家居”， 品，以及智慧家居技术。
了解到冰箱内所储存食材的情况，并
决定选择性采买，而通过手机上相应
家电体验式消费
不但能“看”还能“用”
的电子购物清单可以实现轻松采购。
记者 ：能否详细谈谈你们的 “体验 了解下我们的自动洗碗机……总之， 回到家后，烤箱已预热到适宜的温度，
式消费 ”，举些例子说说消费者在你们 你可以通过体验，来充分了解一个产 并根据食谱调整好相应烹调程序，只
店里能进行哪些体验 ？
品的性能。
需将食材简单处理放入烹煮即可，稍
蔡永昊 ：传统的家电卖场，家电产
记者 ：除了日常家电 ，消费者可能 后便可享受美味佳肴。手机上的应用
品更多的是展示，是只能看的，但是究 会对一些新的家电感兴趣 ， 也会想试 程序还会发来提醒，告知之前远程预
竟用起来怎么样，只能通过售货员的 试 ，这里面会有一些新型家电吗?
设的衣物清洗程序已完成，第二天便
蔡永昊 ：肯定会有，我们会有意识 可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
介绍了解。但是我们的这家店里，大部
地为消费者推介一些新的产品。比如
分产品，将不但能看，还能“用”。
记者 ： 在智能家居方面 ， 西门子有
比如说，你想买我们的烘焙机，你 说干衣机，国内消费者目前可能还比 哪些优势 ？
可以在这里现场用这台机器烘焙一个 较少，但是在国外，其实很多家庭的衣
蔡永昊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目前
面包，然后现场进行品尝；现场，你还 物都是通过干衣机烘干的，干衣机有 我们的母公司叫博西家电，是由博世
可以用我们的家电蒸个鸡蛋，然后吃 不受天气条件限制、防止灰尘等二次 集团和西门子合并而成。西门子是全
完了以后，你可以把用过的碗筷，拿到 污染等优点。我们会向消费者推介这 球家电领先企业，博世集团也是世界
我们的自动洗碗机里去洗洗，顺便也 些产品，逐渐灌输新的消费理念。
领先的技术及服务供应商，在汽车、工
业和智能化等方面都有着成熟的技
主打“智能家居”
手机可“互联”所有家电
术，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所在。
记者 ：“智能家居 ” 也是西门子品 牌形象体验旗舰店的一大亮点 ， 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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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春楼大酒店定于

年5
月28日停业装修 。 有好的餐饮等
项目来合作经营者 ，欢迎洽谈 。 开
业时间另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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