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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大竹县警方在重庆和广安警
方的帮助下，将肇事逃逸 19 年的犯罪嫌疑人
徐某（62 岁）抓获。至此，19 年前的一起交通
肇事逃逸致4死案终于破案。经过调查，犯罪
嫌疑人徐某在交通肇事逃离现场后，丢下家
中的14岁女儿和8岁儿子，携妻改名换姓潜逃
19 年。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家属多次打听嫌
疑人消息，为死者讨回公道。目前，犯罪嫌疑
人徐某及其妻子被警方刑事拘留。得知此消
息，死者家属表示，终于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一场车祸4个家庭被毁

2000 年 11 月 6 日 8 时，大竹警方接到报
警：在大竹县庙坝镇往欧家方向（国道 210 线
1654km+400m 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号

牌为川 S059**的华川农用车，撞倒了迎面驶

来的一辆自行车，紧接着又与杨某江停在公

路边的川 S286**机动三轮车及行人刘某平相

撞。事故中的自行车由龚某福骑行，搭载了

两名小孩（李某媛 3 岁、李某川 3 岁）。这辆肇

事的农用车即为徐某所驾驶。此次事故造成

年仅3岁的李某川当场死亡，龚某福、杨某江、

刘某平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李某媛受伤。

对 19 年前的这场交通事故，60 多岁的尹

婆婆依然记得，事情就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

街对面。她回忆，当天早晨有大雾，自己当时

经营着一家包子店，徐某开着车拉着一车小

石子从庙坝镇往欧家镇方向行驶，刚好撞上

了龚某福骑着的自行车，当时龚某福正带着
外孙李某媛和李某川上幼儿园。

“当时，女孩李某媛腿断了，李某川当场
死亡，车子撞人后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往前
走。”尹婆婆说。随后，徐某驾驶的车辆再次
撞上杨某江的三轮车后，继续往前行驶，撞上
杨某江隔壁家的孩子刘某平。死亡幼童李某
川的父亲李某峰回忆，车子在撞上刘某平后
刚好有一个沟，车子前轮掉入沟后才停下来。

尹婆婆介绍，事发后，肇事司机就跑了。
随后，救护车前来，将4名伤者送往医院抢救，
3 人死亡。死者刘某平的父亲刘某安回忆，儿
子刘某平正在门前的坝子里扫地。一场车
祸，司机在外潜逃了 19 年，4 个被毁的家庭伤
心了19年。直到2019年10月16日，肇事司机

徐某和妻子在广安前锋区被警方抓获。

逃上山打听得知车祸严重

据办案民警介绍，事发时间是 2000 年 11
月 6 日 7 点 30 分左右，民警赶到现场后，对现
场进行了勘察，通过车牌锁定到肇事司机徐
某，通过调查，徐某和死者的几个家庭都是庙
坝新桥街道的居民。

当民警赶往徐某家中时，徐某已携妻子
马某英丢弃年仅 8 岁的儿子以及 14 岁的女儿
逃离，家中老人对徐某去处不清楚。据徐某
被抓后交代，自己撞人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
是躲到了附近山上，打听到车祸严重，自己回
家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带着妻子连夜走山路
逃到广安前锋区。“因该案情节严重，影响恶
劣。省、市、县各级领导都曾对此案作出批
示，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侦破此案。”办案民警
说。民警介绍，2000 年 11 月 22 日，大竹交警
就这起车祸做出事故责任认定，肇事司机徐
某负全责。

夫妻改名换姓打零工为生

死者刘某平的父亲刘某安介绍，事发后，
几名死者家属前往徐某家询问情况，但都对
徐某夫妻去向不得而知。办案民警介绍，这
19 年来，徐某和妻子两人改名换姓，一直没
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在逃期间，都是靠打临
工挣钱，“因为这些工作不需要身份证件，找

他就像大海捞针”。19 年来，大竹警方 7 次前
往福建、广东，9 进山城重庆，6 次到四川省广
安市前锋区深入调查。死者杨某江的妻子黄

某平介绍，在外打工回老家都会去打听徐某

是否回家，自己还再次前往广安寻找。

今年10月，大竹县公安局掌握到犯罪嫌疑

人徐某最近又在重庆出现。办案民警迅速奔

赴重庆，经过多天熬更守夜、蹲点守候。10 月

16 日，在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分局合成作战中

心、广安市前锋分局、大竹县公安局多警种的

配合下，办案民警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将犯

罪嫌疑人徐某（已改名许某学）、涉嫌包庇徐某

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英（已改名马某）抓捕归案。

经审讯，徐某对交通肇事致4人死亡后携

妻子改名换姓逃逸至今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携妻子逃亡19年，如今，徐某的两个孩子

都已经长大成人，死者家属刘某安、李某峰、

黄某平都表示，这么多年，几个家庭付出惨痛

的代价，黄某平家庭最不好过，因找不到嫌疑

人徐某，她一度患上眩晕症，后来治好了，但

是一想到这个事情头还是眩晕，如今她独自

一人还在广东务工。而在车祸中受伤的李某

媛，腿部留下了终身残疾。李某峰表示，如今

徐某被警方抓获，终于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徐某妻子马某英因涉嫌包庇罪也被

刑拘，办案民警介绍，徐某及其妻子将面临公

诉机关起诉。 (红星)

带着儿子小舅子等人
盗窃100多万元
江西一男子躲进深山老庙 8年

不敢露面

江西上饶人邱某，这 8 年来一直住在老家深山的小庙
中。他每日烧饭打扫卫生，就算老家就在山脚下也不敢回家。

10 月 23 日，他忍不住下山回家探望，没多久，来了一辆
警车，民警将潜逃 8 年的他抓获。

“太苦了，太难了，被你们抓到也算是了结了。”邱某对民
警徐文进说，他从 56 岁躲到现在的 64 岁，每天提心吊胆。

原来，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邱某带着他儿子邱某坤
（已于 2012 年归案并被法院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小舅子叶
某荣（已于 2012 年归案并被法院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侄子
朱某阳（已于 2012 年归案并被法院判处 5 年有期徒刑）、外孙

“洋狗”、“福头”、朋友“小龙”（均已归案并被法院判决）等人
在常山、广丰、上饶、玉山等地疯狂盗窃企业电缆线，作案 50
余起，涉案金额高达 100 余万元。

其他人都落网了，但邱某一直躲在老家深山中的庙里不
敢露面。10 月 23 日，邱某被常山警方抓获。 （钱晚）

父子因有冲突报警
牵出藏枪案

江西男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获刑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非
法持有枪支的案件，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被告人
钟某有期徒刑 1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 年 7 月上旬，被告人钟某携带火
铳、火药、钢珠等物品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某村打
猎，之后将该火铳放在其驾驶的私家车后备箱内。2019 年 7
月 18 日 23 时许，被告人钟某驾车来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学府路一小区门口，与其儿子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及肢体冲
突，钟某儿子随遂报警，民警出警过程中在被告人钟某驾驶
的小车内将该火铳、火药、钢珠等物品查获。

另查明，被告人钟某因吸毒于 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2 月
19 日先后两次被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行政拘留过。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钟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一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
有枪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
人钟某辩解枪支不是自己的，是一起打猎的朋友张某放在其
车上的，该辩解不影响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罪名的成
立。被告人钟某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适当减少
刑罚量。根据被告人钟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
社会的危害，一审法院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中法）

河北男子邬志豪冒充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人员，敲诈秦皇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
管理所原所长王立新，被识破后抗拒抓捕，将
王立新杀害。记者10月28日上午从秦皇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邬志豪今日被执行死刑。

据介绍，邬志豪，1992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大专文化。2016 年
1 月 22 日 10 时许，邬志豪冒充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人员，携带 U 盘到该省秦皇岛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原所长王立新
（被害人，殁年 48 岁）的办公室内欲行敲诈，
被王立新识破。邬志豪为抗拒抓捕，持随身
携带的尖刀连续捅刺王立新头、颈等部位，并
将赶到的民警冯全（被害人，时年 50 岁）扎伤
后逃离现场。案发次日凌晨，1992 年出生的
犯罪嫌疑人邬志豪被抓获。

王立新因单刃锐性物体多次作用致重度
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冯全为轻微伤。
邬志豪于 2016 年 2 月 5 日被逮捕。

2017 年 5 月 31 日，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邬志豪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邬志
豪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后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邬
志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10 月 28 日上午，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最
高人民法院委托，对邬志豪宣布死刑复核裁
定，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邬志豪依法
执行死刑的命令，对其执行死刑。 （新京）

撞死4人抛下儿女携妻潜逃
四川一男子19年后落网称没勇气自首

敲诈未果杀害车管所所长
河北一男子被执行死刑

徐某夫妻被抓获徐某夫妻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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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成人

化、暴力化趋势，而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更令人震惊。一些

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加害者因未满 14岁而

不承担刑事责任，最多只是被有关部门收容

教养，这种处理结果不断引发社会对未成年

人犯罪应该如何处置问题的讨论。同时，是

否应该降低刑责年龄，也不时成为舆论关注

的焦点问题。

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

危害严重，这种现象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们的高度重视。在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与会委员普遍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及

早发现有不良行为、特别是有严重不良行为

的未成年人，及早采取措施，加强教育、矫治

和约束。多位委员认为，收容教养制度有利

于解决个别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

行为、心理行为严重偏常、亟须干预和矫治的

问题，建议法律予以保留并加以规范和完

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对于因没有达

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

年人，必须明确法定程序和最后的处置措施，

必须建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机制。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对未成年

人严重犯罪和重复犯罪问题，有多位委员明

确表达了应该严肃惩处的态度，相关立场受

到舆论广泛肯定。一定意义上讲，依法严肃

惩处是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最有力的预防。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境，对

未成年人的成长以及价值观形成具有决定性

作用，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对未成

年人的影响。依据我国刑法，未满14周岁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在近年发生的一些恶性案

件中，就有加害者在面对警方时，公开扬言自

己不满 14 周岁，杀了人也不会承担刑事责

任。对实施残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利益”

的不恰当保护，无疑是对受害者以及其他可

能遭到伤害的未成年人的严重忽视。对未成

年人严重犯罪行为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应该

拿出足以形成震慑的可行处置办法。

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未成年人严重犯罪

问题。要真正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首先就要

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有关部门及相关法律

工作者应该对近年来发生的，全部低龄恶性

犯罪案件做出全面、透彻、准确的调研。对相

关案件加害者作案时生理发育、心理状况、犯

罪动机及经过、收容教养及之后的表现等进

行详细调查和科学评估。有了可靠的调查研

究作为基础，有关立法机关就能够从实际出

发，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的根据，对未成年人

犯罪入刑的年龄及相关恶性犯罪的刑罚等问

题，给出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 （北青）

远离伤害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电子烟销售

商常常通过“时尚”“健康”“轻松戒

烟”等宣传广告吸引追求新潮的年轻

人。同时，由于电子烟销售渠道比传

统卷烟门槛低，线上购买无验证，线下

购买无查证，未成年人可以轻易买到

电子烟。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下一步

应尽快出台更加全面、细化的监管措

施，让更多未成年人远离电子烟的伤

害。 （新华）

“四风”顽疾根深蒂固
防止反弹任重道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发布数据，2019年以来，截至 9

月30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0768起。今

年中秋、国庆期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设的“四风”问

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分2期曝光1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案例，且均为首次向社会公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四

风”顽疾根深蒂固，防止其反弹回潮乃至死灰复燃依然任重

道远。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仍然

任重道远。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也意味着形

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显性问题基本得到有效整治，隐性问题仍未见底；“四风”

反弹回潮隐患犹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尚未有效根除……这

警示我们，作风建设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决不能有差不

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

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要像泰山挑山

工那样，一刻不松、永不懈怠、久久为功，才能给观望者、蠢蠢

欲动者以“当头棒”，给骄傲自满、停滞不前者以“清醒剂”，也

给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 (纪检)

面对快递柜收费乱象
明晰权责是当务之急

近日，快递柜收费的问题重回人们视线。当前，因为缺乏

统一的标准，快递柜收费的门道也五花八门，有的快递柜会设

超时提醒，求用户“赞赏”，诱导消费者以为需要交钱才能取

件；有的快递柜甚至直截了当收取保管费，无论是否超时。

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快递柜都是免费的，而在超时后收

取合理金额的保管费，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快递柜的格数

有限，长期占用也会对后来者造成一定影响，收取“保管费”也

能倒逼个别用户养成及时取出快递的习惯。然而，不少快递

小哥为了节约时间，基本选择先把快递直接放到快递柜里，事

后再通知，这就很容易成为双方扯皮的地方，权责划分不明。

此外，快递柜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并没有向消费者收取费用

的权利。毕竟，根据消费者与快递公司的合同关系，原则上是

“货到人手”，而不是“货到柜里”。快递柜是为双方提供寄存

服务，单独将超时责任归于消费者一方并不合理。

面对快递柜收费乱象问题，明晰权责是当务之急，要厘

清消费者、快递、快递柜三者的权责关系。快递企业与快递

柜之间更多是合作关系，而消费者则是两者共同的客户，从

属地位一目了然。与其想方设法诱导消费者“赞赏”，倒不如

加强与快递企业合作，超时收费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广日）

专项维修资金使用
要讲究效率

日前，《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专

项维修资金应当专项用于物业共有共用

区域、部位或者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

修、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专项维修

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筹集金额 30%的，业主

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应当及时通

知、督促业主按照届时适用的标准补足专

项维修资金。

北京通过出台条例的形式，对专项维

修资金的筹集予以规范，为其他地方做了

示范。事实上，一些居民之所以不愿意缴

纳维修基金，关键在于一旦需要动用维修

资金，存在着支取难的问题。目前，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使用率不高，当房屋出现电梯

年久失修、公共区域设施设备损坏等情况

时，业主首先想到的是动用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然而，在支取资金用于维修时却相

当困难。按规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造

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

以上的业主接受。这两个2/3人数签字同

意的“保障线”，实际上成了“高门槛”。

因此，既要确保有足额的维修资金，

更要提高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

适当简化对如电梯改造、维修等需要提取

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程序，有效保障住宅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安全使用。此

外，也可探索建立维修基金应急基金，用

于小区紧急状态下快速支用。 （经日）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问题

据报道，广东深圳将于下月启动新的垃

圾管理计划，并承诺向最积极的实施者提供

奖金，对违规者进行罚款。这在中国尚属首

例。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0月 17

日发布的通知说，积极有效地参与垃圾分类

的家庭、个人和小区等将获得激励，并被认定

为“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生活垃圾分类积

极个人”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等。

随着“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政策在上海实

施，垃圾分类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纷纷

响应，陆续推出或预备推出垃圾分类政策。毫

无疑问，这是好事。目前，垃圾投放混乱、分类

不明、回收难度大，一些明明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垃圾，却与生活垃圾裹挟在一起，当做废物处

理，最终被烧掉，浪费资源。可回收垃圾还得通

过人工从不可回收垃圾里挑拣出来，浪费人力

物力。仅凭居民自觉，垃圾分类投放效率低下。

要做好垃圾分类，必须做好以下几点：首

先，要让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就得从

小进行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目前的“可回

收教育”仅停留在皮毛的状态，孩子认识不

足。从小没有养成分类的意识，长大后就会随

大流，甚至被一些不良习惯误导。其次，宣传

教育要到位。通过各种渠道对居民进行广泛

的宣传，在现有宣传内容的基础上，让群众切

实明白垃圾智慧分类的好处。再次，垃圾分类

耗时耗力，动力不足。虽然垃圾分类的目的都

是为民，但“好处”比较隐形。一旦看不到眼前

的利益，就会让一些人动力不足。所以，提高

居民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尤为重要。 （民法）

垃圾分类有奖有罚可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