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天津 12 月 3 日电 记者 3 日从天
津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经天津市“12·1”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组会同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
专家组初步调查认定，1日凌晨造成10人死
亡、5 人受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中，存在施工
企业擅自放空消防水箱、施工人员违规住宿
问题，目前11人被刑拘。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起火点位于城市
大厦 B 座泰禾金尊府项目 38 层电梯间，起
火物质为堆放在电梯间内的杂物和废弃装
修材料。而由于施工企业为施工方便擅自

放空消防水箱储存用水，致使消防设施未
能发挥作用，火势迅速扩大；企业施工人员
违规在施工现场住宿。其他有关情况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相关企业的11
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包括天津泰禾锦辉
置业有限公司 7 人，北京星河园林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2人，中际三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1
人，北京百合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人。

据了解，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公
安部门正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调查

取证，确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依法打击处
理违法犯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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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儋州市东成镇总工会不慎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开户年
许 可 证 (J6410015581401)、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Q4046900301558140P)等 2 个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淑玲，女，81 岁，海南省海口市人，因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460029193607150024。特此声明。

12 月 1 日，湖南常德安乡县人民法院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吴正戈等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骗取贷款案休庭。原因是当日下午 3
时，被告人吴正戈血压升高，不适于连续出
庭受审。

此案庭审自 11 月 28 日开始，已进行 4
天。安乡县法院在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吴正戈、张李理、周亮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及被告单位益阳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和被告人吴正戈、贺军骗取贷款一案。

检方指控，吴正戈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一年多时间里，因不满益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对其公司涉
及的民事诉讼所作出的裁判，雇请私家侦
探，在汽车底盘上秘密安装 GPS 定位器，多
次对益阳中院、赫山区法院多名法官及其家
人的行踪进行定位，并实施跟踪、偷拍。

汽车底盘装GPS跟踪法官

安乡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作为益
阳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吴正戈因不满益
阳中院、赫山区法院对五洲公司涉及的民事
诉讼所作出的裁判，雇请被告人张李理、周
亮以及同案人曾佳、李伟（均另案处理），采
取在汽车底盘上秘密安装 GPS 定位器的方
式，多次对益阳中院、赫山区院的金凯力、夏
小鹰、吴胜钧等多名法官及其家人的行踪进
行定位，并实施跟踪、偷拍。

吴正戈还通过张李理找公安民警和移
动公司员工购买或索要，非法获取了金凯
力、夏小鹰、吴胜钧等多名法官及其家人、五
洲公司诉讼对方当事人中国农业银行益阳
分行委托代理律师刘某及其家人的住宿、消
费、出行、房产、车辆、住址、户籍、通信记录
等个人信息。

起诉书指控，吴正戈将非法获取的部分
出行、住宿、消费信息通过剪辑、整理后借举

报之名发到互联网上进行炒作，给被害人及

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起诉书还指控，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被告人张李理在长沙市非法开展所

谓私家侦探业务，亦采用上述手段，非法获取
了长沙市居民谢某某、李某、李某某等人的行

踪轨迹和财产信息 762 条，通信记录和住宿

信息11706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209条。

虚假按揭套取贷款

安乡县检察院指控吴正戈的另一罪名，

是骗取贷款罪。如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0
月间，吴正戈、贺军安排没有真实购房意愿
的蔡倩、吴铁寿等 29 人与被告单位五洲公
司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五洲公司
统一开具虚假的首付款收据、提供部分虚假
的工资收入证明等资料，以蔡倩等 29 人的
名义在中国农业银行益阳分行办理了按揭
贷款，共骗取银行贷款 549.1 万元，归五洲公
司使用。

多名法官被举报后受处分

2015 年 4 月，湖南益阳法院系统接连陷
入被举报风波。举报者称，赫山区法院副院
长王茂华带一女子到海口、三亚等地游玩；
赫山区法院院长谢德清、益阳中院执行局局
长夏小鹰等人在一处会所参与赌博；赫山区
法院行政庭庭长曹德钦与一有夫之妇在酒
店开房。爆料人在提供上述举报的证据材
料时，还提供了多张照片和视频截图。

该举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吴正戈正
是举报人。媒体曝光上述举报内容后，益
阳市纪委和益阳中院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
此事。2015 年 4 月 20 日，益阳中院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阳则民证实，被举报的赫山区
法院副院长王茂华、庭长曹德钦分别被免
职和停职。

此后的 2015 年 6 月，赫山区法院原党组
书记、院长谢德清，赫山区法院原党组成员、
副院长王茂华，因牵涉益阳原市委书记马勇
干预司法系列腐败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接受组织调查。

起诉书显示，在益阳多名法官被组织处

理之后，2016 年 4 月湖南省高院在长沙召开
全省法院系统执行工作会议，吴正戈安排张
李理来到参会人员居住的酒店，偷拍部分参
会人员名单和所有益阳牌照的车辆照片，非
法获取 65 名参会人员姓名、工作单位、职
务、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2016 年 6 月，吴正戈和妻子贺军等人先
后被当地警方抓捕。

否认被指控的罪名

安乡县检察院指控认为，被告人吴正
戈、张李理、周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已触犯刑法，吴正戈及其
妻贺军作为益阳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系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吴正戈的辩护人吴丹红告诉记者，对吴
正戈被指控的罪名，他作无罪辩护。

“吴正戈从 2014 年 4 月 21 日到 2014 年
12 月 23 日这大半年时间里，给地方和省市
等领导和纪检单位寄送实名举报材料，绝
大多数没有回复，有的偶尔有领导批示，
转到下级部门后又不了了之。这些举报
信，全部都是针对益阳法院的司法腐败问
题 。 有 人 跟 他 说 ，你 得 提 供 更 详 细 的 证
据，吴正戈从此就干起了纪委的活。”吴丹
红说。

对于骗取贷款罪，吴丹红认为，“虚假
按揭在房地产市场中非常普遍，开发商资
金短缺实施了该行为，但主观上没有非法
占有故意，应以民事欺诈处理，而不是诈骗
犯罪。” （综合）

广州番禺“运钞车大劫案”最后
2名嫌犯受审

22年前持枪
抢劫1500万现金
11月30日，发生在22年前、曾经轰动全国的广州番禺“运

钞车大劫案”最后两名嫌犯陈恂敏、陈恩年，在番禺法院沙湾

法庭受审。庭审中，两人都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表示悔意。

1995年12月22日，陈恂敏等人持枪抢劫一辆运钞车，劫得

现金总计约1500万元。案发后，5名参与抢劫人员先后被捕，并

被判处死刑，陈恂敏和陈恩年则一直在逃。去年12月25日，陈

恩年到云南省瑞丽市银河派出所投案自首。今年1月5日，广

州警方在瑞丽市团结建材市场附近，将陈恂敏抓获。

在陈恂敏、陈恩年归案和受审过程中，记者多次联系警

方，还原他们 21 年逃亡路。

“惊天大劫案”杀人抢巨款

199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7 时 25 分，原番禺市农业银行市

桥信用合作社北郊储蓄所门口响起枪声，粤 AR0747 运钞车

遭遇抢劫，车内现金人民币 1321 万余元、港币 210 万余元、防

暴枪 10 支、“五四”式手枪 2 支及各种银行票据、印章一批被

抢走。抢劫者持 7 支“五四”式手枪以及炸药、雷管、麻袋等

作案工具，还当场用枪打死经警一人、打伤一人。

今年 11 月 30 日，庭审当天，公诉方公布了更多案件细

节。广州市检察院诉称，何伟光、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

冬海在抢劫得手后，迅速驾驶劫得的运钞车逃离现场，到事

先约定的塬顺德市伦教镇码头，与在该处接应的陈恂敏、陈

恩年及温石其、温玉坤等人一起，将大部分现款搬上一艘轮

船。之后，由陈恂敏驾驶运钞车驶离码头，将车丢弃于塬顺

德市伦滘镇霞石工业区，意图制造从陆路逃窜的假象。陈恩

年则与其余人员驾船，从水路向清远方向逃跑。

案发后，何伟光等人先后被抓获。记者获悉，1996 年 2

月，广州中院一审判处何伟光、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冬

海死刑，温石其、温玉坤无期徒刑。1996 年 3 月 8 日，广东省

高院维持原判，核准了对何伟光、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

冬海判处死刑的裁定。

2被告人另涉一宗抢劫命案

值得注意的是，庭审当天，公诉方还披露了陈恂敏、陈恩

年两人所涉另一宗抢劫案。

公诉方称，199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六时许，何伟光与陈恂

敏、陈恩年及毛远勤，以租车为由骗取成勤力驾驶北京牌吉

普车，搭载 4 人从清远市阳山县开往该县青莲镇方向。途

中，陈恂敏、陈恩年与何伟光、毛远勤利用铁锤、铁钻等工具，

合力将成勤力杀害，并抢走汽车。

庭审中，陈恂敏、陈恩年两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未提出

不同意见。陈恩年同样称，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不过其

表示，自首前，自己有很强烈的“撑不住”之感，并且曾经打算

打破之前“不再见面”的约定，约同陈恂敏一道自首。

案件未当庭宣判。 （新京）

12 月 2 日下午 4 时半左右，在广西柳州
保利大江郡的自由巷路上发生一起命案，一
名女子被一男子持长刀追砍，当场死亡。

据周边群众介绍，该女子可能是附近一
店面的人员。

附近的一家生鲜店的老板韩女士向记
者表示，她当时正在门面杀鸡，突然看见一
名身穿绿色裙子的女子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名男子拿着刀冲了过
来。奔跑中，女子疑似被裙子绊倒，男子顺
势冲上前砍了女子数刀。过后，等韩女士上
前了解情况时，发现女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砍人的男子则沿着保利一期至四期间的街
道逃走了。

另一名目击者覃女士称，当时路上没有
什么行人。只是突然听到一个约 40 多岁的
女子大声喊着救命，后面跟着一个 50 岁左右

的男子，该男子身高 1.65 米左右，手上握着
一把长约 70 公分的砍刀，背后还背着一个类
似装羽毛球拍的袋子。接着她看见该女子
忽然绊了一跤，该男子上去揪住女子头发，
一刀砍在女子头上。

男子杀死女子后便持刀逃跑。由于路
上没有什么行人，男子也不知去向。

目前，警方已封锁现场。据了解，目前
警方已锁定嫌疑人，案件具体原因还在调
查中。 （南早）

一女子被人当街持刀砍死
广西柳州发生持刀砍人命案，警方已锁定嫌疑人

湖南益阳一地产商因不满法院判决雇请私家侦探对多名法官跟踪并举报

汽车底盘装GPS跟踪偷拍法官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从国家铁
路局了解到，在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
组指导下，国家铁路局已对全局工作人员持
有铁路乘车证问题进行了专项清理，取消
445 张乘车证。

铁路乘车证是原铁道部时期延续下来
的一种乘车凭证，主要用于因公出差。政企
分开改革后，作为政府部门，国家铁路局负

责铁路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下设沈阳、上海、
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兰州等 7 个地区铁路
监管局，行政编制共 486 名。

为了防止政府工作人员滥用、私用铁路
乘车证乘坐火车，今年 1 月 15 日，国家铁路
局对持有的 445 张乘车证全部清理取消，公
务出差乘火车一律购买火车票，按规定办理
财务报销手续。

据了解，针对日常监督中发现国家铁路
局系统工作人员持有中国铁路总公司制发
的铁路乘车证可以免费乘坐火车，以及铁路
乘车证管理不严、公私不分等侵占铁路企业
利益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央纪委驻交通部
纪检组专门向国家铁路局党组发函，要求对
国家铁路局系统工作人员持有铁路乘车证
问题进行专项清理。

今后，国家铁路局将不再办理新的铁路
乘车证。为保障正常的铁路执法活动，国家
铁路局为全系统执法人员发放了铁路行政
执法证，制定了《铁路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
法》，规定“行政执法一般不少于两人、添乘
检查列车必须填写《铁路行政执法监察手
册》、行政执法证不得用于职工通勤和一般
性出差”。

新华社济南 12 月 3 日电 根据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山东省禁毒条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
关查处未满 3 年或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不
得邀请其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
节目或者参与文艺演出；不得播出其作为主
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
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

条例明确，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
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履行禁毒职责和义
务。条例规定，已经取得机动车、船舶、轨道
交通工具、航空器驾驶证照人员，被查获有
吸食或注射毒品后驾驶的行为，正在执行社

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或者
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其
相关驾驶证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山东省还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问题
时有反弹、个别地方较为突出，规定各级政
府和村（居）委会开展禁种铲毒的职责要求。

西安即将启动物流治安管理系统

发快递必须实名制
新华社西安 12 月 3 日电 由陕西西安市公安局物流寄递

犯罪侦查支队研发建成的物流治安管理系统日前亮相，并将
于 12 月 5 日在全市物流行业正式启动。今后西安市的物流
寄递业务都要做到实名收寄，寄件时还将进行开箱验视。

今年 9 月，西安市公安局物流寄递犯罪侦查支队在原寄
递业治安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升级研发建成了物流治安管理
系统（咚咚物流）。通过在物流场站及门店的物流行业从业
人员手机上安装免费 APP 软件（千百物流），实现对物流货物
的名称、收发货人电话、收货地址、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的
采集和实时上传到系统后台，从而实现对物流零担货物的实
名登记、开箱验视等环节的全方位治安管控。经过两个多月
的试运行，目前系统中已经录入各类物流场站 56 家、门店
1600 多家、从业人员 5900 多名、收货数据信息 5800 多条，具
备正式上线启动条件。

授权使用民警可以通过登陆手机 APP 端或者电脑登录
系统，对系统中物流场站、门店、从业人员、发货信息等进行
查询。还能通过在手机 APP 中输入或扫描货物的单号或二
维码对货物的上传情况进行检查和查询。

系统正式启动后，西安市民在寄发快递时须出示身份证等
有效证件，允许开箱验视，并配合物流人员将相关信息通过手
机APP软件进行录入，同时，市民有权全程监督信息录入过程。

云南重拳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查处案件4677起
新华社昆明 12 月 3 日电 徐某某、黄某在无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下，在其昆明租住处私自存放、分装 80 种疑似药
品进行销售，经认定其中 61 种为假药，实际销售 53 种，涉案
金额 30.77 万元，两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是云南省日前通报的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典型案件中
的一例。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林玉孝介绍，今
年来，云南加大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保持打击
高压态势，前三季度共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4677 件，同比
增长 30%，涉案物品货值 7000 余万元。

跨8省制造贩卖
毒品“口服液”
13名嫌犯被沈阳检方批捕

新华社沈阳 12 月 3 日电 打着出售
“口服液”的名义贩毒，沈阳市苏家屯区检

察院近日以制造、贩卖毒品罪，对跨 8 省制

贩毒品“口服液”团伙的 13 名犯罪嫌疑人

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016 年 11 月 14 日，辽宁沈阳市公安

禁毒支队缉毒一大队接到情况反映称，一

名男子在苏家屯区、皇姑区等地贩卖“口

服液”，可能是毒品。今年 8 月 5 日，民警

将涉嫌贩毒的万某、吴某、邹某抓获。在

三人携带的“口服液”中检出可待因。

警方将沈阳的大买主王某（另案处

理）抓获，其他涉案人员也陆续落网。王

某交待，自己多次卖“货”，都是从万某那

里买来，花了 50 多万元。每次拿到“货”后

以一瓶一二百元的价格向吸毒人员贩卖。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间，万某伙同吴某、邹某等 13

人，从河南、福建购买原料，从浙江、安徽

购买设备，在广东、河南等地加工制作成

品。后多次将含可待因成分的毒品从湖

北、江西、广东通过物流快递方式贩卖给

王某，共计约 1 万瓶。期间，万某、吴某、邹

某还经常到沈阳直接取款。

检察机关认为，万某、吴某、邹某等

13 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制造、贩卖毒品罪，

且所涉毒品数量巨大，遂依法作出了批

捕决定。

国家铁路局专项清理取消全部445张乘车证

公务出差乘火车一律购票

天津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初步认定，施工企业存在擅自放空消防水箱
违规住宿问题

《山东省禁毒条例》明确

涉毒艺人三年内
不得参与电视节目

火灾中受损的建筑火灾中受损的建筑

相关企业11人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