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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抱走了

8 月 23 日上午，冯强的母亲和往常一
样，牵着 6 岁的孙女欣欣（化名）、背着 2 岁半
的孙子圆圆（化名），赶着家里的两头小牛，
到村头的东昌路附近放牛，那里是离家最近
的草地。圆圆已经学会走路，但因为年幼走
不快，总是要奶奶背着。

走到东昌路和村子的交界口处时，一头
小牛不听话，蹿到了马路对面的山坡上，老
太太背着孩子不方便，就让孙女和孙子待在
路边的两块大石头边玩耍，不要乱跑，自己
则紧赶慢赶去追小牛。

当天 10 时 34 分，几名路过的村民看到
欣欣站在路边哭喊“弟弟被人抱走了”，赶紧
打电话报警。几分钟后，等老太太牵着寻回
的牛再回到路口时，孙子已不见踪影，只有
一群人围着哭泣的孙女。

同一时间，正在县城一处工地搬砖的冯
强接到了母亲哭喊着打来的电话，“孩子被开
白色车的女人抱走了。”冯强愣了几秒，扔掉
手里的推车，下意识地朝工友喊了句“我娃娃

被偷了”，随后骑上电瓶车，拼命往家赶去。
三四名和冯强关系要好的工友闻讯赶

来，开车带着冯强到永胜县城、沿途村庄、附

近山林到处打听孩子下落。村里也组织了

二三十名村民沿途寻找，而后又有二十多名

村民自发加入。

然而，一整天的奔波没有任何收获。到

了第二天深夜，孩子还是没有下落。

记者看到，这个路口距离最近的村民家

只有 100 米的距离，平日少有车辆经过，附近

也没有商户。村民小组组长杨崇经介绍，圆

圆被抢走的事发地东昌路 2017 年年底修建

完工，是一条环城公路，平日鲜有车辆、行人

经过，整条路约 7 公里内没有监控摄像头。

8 月 25 日上午 7 点多钟，冯强突然接到

警方打来的电话，孩子找到了。此时，距离

孩子被抱走过去了 45 小时。

据永胜警方通报，8 月 23 日接到报警

后，永胜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走访调查、
摸排寻找、设卡查缉、大数据研判等工作，于
8 月 25 日 7 时许在永胜县永北镇大山上一山
洞内找到被抱走的男孩，并在永北镇境内将
犯罪嫌疑人何某伟（男，51 岁，云南永胜县
人）、熊某秀（女，56 岁，云南永胜县人）抓获，
缴获白色涉案车辆一辆。目前，该男孩身体
状况良好，家属已到公安机关相认团聚。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杨崇经告诉记者，8 月 26 日中午，他从
社区工作群中了解到，警方排查了事发当日
经过东昌路的所有车辆，在其中一辆车的行
车记录仪上，看到了抢孩子的白色面包车。
还原出车牌后，通过监控车辆户主的手机，
定位到犯罪嫌疑人何某伟的所在地，并在其
带领下，在永北镇洪水荡村找到了圆圆和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熊某秀。

洪水荡村距离大甸尾村约半小时车程，
是一个平日鲜有外人到访的小村庄。

熊某秀藏身的山洞位于村子入口处的
一面山崖下，紧邻一条狭窄的公路，路的另
一边则是断崖。平日除了上山采菌子的村
民，几乎没人从这条路经过说是山洞，其实
只是岩壁下的一小块凹陷空间，地上铺着一
层树枝，这是熊某秀留下的唯一痕迹。

一条由警方公布的抓捕视频显示，警方
控制了附近道路的车辆进出，近十名警察攀
上山石，将熊某秀双手铐在背后，扭送出山
洞。圆圆则被裹上一条蓝色的毯子，由一位
警察小心翼翼地抱出洞穴。视频中，圆圆胖
乎乎的胳膊紧紧地搂着警察，没有哭泣。

劫后余波

8 月 25 日早上接到警方电话后，在等待
见孩子的几小时里，冯强的妻子特意去县城
给孩子买了双新鞋。

孩子失而复得，爷爷早早买好了鞭炮，
就等着孩子进门时“赶赶晦气”。

冯强和 30 多名村民带着锦旗来到公安
局，他几次想要跪下感谢，又被拉起，一家人
不停抹着眼泪。

再回忆起这几天的惊心动魄，冯强说，
他很恨两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孩子爷爷辈
的人了，怎么忍心就把孩子抱走了？”但他又
有些庆幸，“没把两个孩子都带走，没给我的
孩子喂药打针。”

而杨崇经带来的消息让冯强心情更加
复杂，社区工作群里的一条信息显示，犯罪
嫌疑人打算将孩子以 10 万元的价格卖掉，要
求买家自己来接。“我的娃娃就值 10 万块

钱？”冯强低声说。目前，永胜警方尚未对记

者确认该信息的真实性。

记者了解到，犯罪嫌疑人何某伟是永胜县

上羊坪村人。上羊坪村距永胜县城约20公里。

提起何某伟，邻居记得他个子不高，身

材微胖，很健谈，已经有五六年没在村里住

过了，只是偶尔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回来看

看母亲，“听说是在外面做生意”。

何某伟的弟弟何良（化名）对哥哥也没

有太多记忆。何良说，自己家兄弟姐妹 8 人，

何某伟是最大的儿子，念完初中就外出打工

了，当时自己才两三岁，“这些年只有逢年过

节才见一面，平日里交流不是很多。”

何良最后一次见到何某伟是在本月 24

日晚间，村里有人结婚，何某伟回村参加了

婚礼。何某伟席间与人喝酒聊天，看起来并

没什么异常。何良说：“那天我喝得晕晕乎

乎的，也没跟他说话，结果第二天上午看新

闻，才知道他被抓走了。”

据何良介绍，何某伟以前在丽江市做过

小工头，曾因盗窃罪入狱两年，他是在大约五

六年前，出狱后的何某伟回村与妻子协议离

婚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何某伟将房子

与3个已成年的孩子留给前妻，自己则搬到永

胜县城租房居住，后来又有了新的妻子。
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熊某秀并不是他

的新妻子，何良与上羊坪村村民均表示：“从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哪里的人。”

两年前，何某伟以买面包车在县城拉客
挣钱为由，向亲戚们借过一笔钱。

何某伟的新闻给上羊坪村带来了不小
的震荡，也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热议的
话题。 （新京）

上海警方侦破一起制售假冒知
名品牌箱包服饰案

“网红店”被查
牵出超5亿元大案
近期，上海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侦破一起制售假冒知名

品牌箱包、服饰案。
今年 5 月，上海警方在成都查处一销售假冒“香奈儿”等

知名品牌商品的线上“网红店”，并循线追踪，成功挖出背后隐
藏的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全链条跨省制假售假犯罪团伙。7
月 23 日，专案组分别在广东深圳、东莞，浙江杭州、温州等地
开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150 人，捣毁制售假窝点 18
处，现场缴获大量假冒品牌服饰、箱包、鞋子以及加工所需原
材料，涉案物品总价值逾 5 亿元。经查，以刘某、张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在东莞、广州、深圳三地开设工厂，从专卖店买来知
名品牌服饰、箱包、鞋类、饰品进行打版、仿冒。刘某还开设工
作室，打造网红店为仿冒品带货。办案民警说：“他们（‘网红

店’）把正品买回工作室，让聘请的网红、模特进行穿着、拍摄，
顾客看到的衣服是真的，而实际拿到的衣服是假的。”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央视）

穿着讲究装老板
骗走网约车司机现金
诈骗嫌犯被广州市警方依法拘留

广东省广州的老张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前不久的一天
午夜，老张载着一位穿着讲究的男老板从广州到佛山市禅城
区附近。到达目的地后，老板翻了翻钱包，又瞅了瞅手机，显
得很着急的样子说：“我有个急事儿，微信里的钱不够付工人
工资了。这样，你给我转 5000 元，我给你现金，如何？”老张
瞅了瞅上了年纪的乘客一脸和蔼相儿，又穿着非常讲究，戴
着大金链子大金表。老张觉得对方不像是个骗子，于是将当
天跑车赚的 900 元全部转给他。

“不太够，再借我点儿吧。我把自己的金戒指抵押给你，
晚一点客户那边打款过来，我再赎回来，你看行不？”老板还
拿出一枚金戒指递给老张，承诺钱到账后马上赎回来。老张
心软了，看着手中的金戒指，又给对方转了 1000 元。转账成
功后，老板留下联系方式便扬长而去。然而，当老张联系对
方时，对方说人在外地，要不就是以没收到货款等理由推
脱。而后，老张联系不上对方。老张把那枚金戒指拿到黄金
店里鉴定，没想到戒指竟然是假的。老张意识到自己被骗，
赶紧报警。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在广东中
山市抓获犯罪嫌疑人龙某。龙某对自己的诈骗事实供认不
讳。经过协商，龙某愿意赔偿老张 1900 元。

目前，龙某已被广州市警方依法拘留。 （广日）

88月月2626日下午日下午，，回家后的圆圆正和欣欣躺在床上看电视回家后的圆圆正和欣欣躺在床上看电视

云南永胜2岁半男童被人抱走藏在山洞，警方45小时找到

2名嫌犯欲以10万元卖掉孩子
在这个即将结束的夏天，云

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大甸
尾村村民冯强（化名）一家，刚刚经
历了一场长达45小时的煎熬。8月
23 日上午，冯强两岁半的儿子在距
家约300米的路口，被一乘坐白色面
包车的陌生女子抱走，不见踪影。

村民自发组成寻人队伍，走遍
了道路、村庄与山野，没能找到孩
子踪影。警方也迅速开展追踪调
查，于 25 日上午锁定犯罪嫌疑人何
某伟，根据何某伟的供述，又在一
隐蔽山洞内找到了另一名嫌疑人
熊某秀和被抱走的男童。此时距
离孩子被抱走，过去了45小时。

记者调查了解到，犯罪嫌疑人
何某伟也是永胜县人，是那辆白色
面包车的主人，此前曾因盗窃罪入
狱两年，并离婚再娶，熊某秀并不
是他的再婚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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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间酒店房间（资料图）

旅馆酒店渐成未成年人受
害案件多发地

记者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发现，近
年发生的较严重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
不少都发生在旅馆酒店。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四川成都、湖南岳
阳等地均有未成年人被成年人带入旅馆酒
店后遭严重侵害案件发生。相关旅馆酒店
的登记核查制度均被绕过。

四川广元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当地去年 1 月至今年 4 月发生的性侵
未 成 年 人 的 案 件 中 ，发 案 地 在 宾 馆 的 占
86%。多名受访检察官与法学专家均表示，
当前部分旅馆酒店渐成未成年人受害案件
多发地。

记者了解到，已有多地采取措施，强化
监管保护。

广元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建议书》
建议：明确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
监护人或者监护人委托的其他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陪同，又无法及时与监护人或者所
在学校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入住的，旅馆及其
从业人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旅馆及
其从业人员发现有醉酒等异常状态入住的
未成年人，应当加强安全巡查，及时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告。
除强制报告制度，杭州市西湖区相关部

门还联合出台了“三询问一报备”制度，即询

问相互关系、开房目的、监护人是否知情，并

及时向属地派出所报备。西湖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旅馆专管民警闵光荣表示，这将原

本 16 周岁以下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 18 周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我们辖区派出所都

会有相关旅店、民宿等场所管理群，比如非

父母带未成年人入住的情况，前台会询问关

系，并且向其父母致电进行确认，并且拍合
照报备。”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检察官
刘海霞告诉记者，济南市槐荫区、日照市岚

山区等地检察机关也在该省报告制度基础

上推出多项具体措施，提升保护力度。

暑假期间多地未成年人
“开房”监管漏洞仍存

暑假期间，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部分旅

馆酒店未成年人“开房”监管漏洞仍存。

在西安，17 岁女生小林独自前往位于长

安中路西旅国际大厦的一家公寓酒店，表示

自己没带身份证，但想开一个房间。在仅向
前台提供身份证号码后，她顺利开房入住。

当天，小林以此方式成功在西安另两家酒店
办理了入住。

在成都，记者分别致电位于青羊区、高

新区的两家电竞酒店，询问 15 岁女生是否能

够单独入住。一家酒店明确表示可以，另一

家表示“只要家长打电话表示允许就能入

住”但并未表示需核实家长身份。

在广州，记者致电一家位于新港东路琶

洲新村的民宿酒店，客服表示，15 岁的入住

者“只要能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当

记者称入住者身份证遗失，无法提供后，该

客服表示“提供身份证照片也可入住”。

另外，浙江和山东有关部门在暑期执法

检查中也都发现有旅馆酒店违规留宿未成

年人。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均有部分民宿是全

程线上办理入住，住客凭客服网上提供的密

码开门，没有身份证件核查环节。

检察机关：建议强化旅馆
酒店接待未成年人住宿报告义务

记者了解到，当前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开房”监管力度存在难点。

多名专家指出，我国法律法规及行业规

范在未成年人“开房”监管保护制度存在漏

洞。广元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佳说，过

去主要依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四川省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实施相关监管，但两

规范中均未对未成年人入住旅馆具体程序

与限制专门规定。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丛

林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收留夜不归

宿的未成年人”的情况做出规定，但对该条

能否适用于未成年人“开房”，实践中争议

较大。

另外记者还发现，企业在落实监管规定

方面同样存在漏洞。

有些旅馆明知住客不满 16 岁，但若有身

份证，也让其入住；有些遇见曾登记过的未

成年人，则会直接为其办理入住；有些酒店

工作人员流动性强，影响了人员培训的效

果；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责任心差，对一些衣

着谈吐成熟的未成年人疏于审核。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因为担心会影响

消费者入住体验，酒店其实并不愿逐一核实

身份。”成都市一家酒店经营者坦言。

此外，杭州西湖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

任郑蕾告诉记者，部分私人影院等场所属于

封闭独立空间，实际上“包夜”即住宿。但对

这些场所的监管力度较弱，存在一定隐患。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

姚建龙表示，当前各地尝试设立、细化未成

年人入住旅馆异常情况强制报告制度，有助

于提升监管保护力度。他建议，除继续加强

制度建设外，还应充分运用人脸识别、大数

据等新科技，发挥技术潜能。

杭州目前开通了强制报告线上渠道：通过

杭州检察小程序，杭州市范围内发现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线索，举报人可以通过小程序，在线

向检察机关举报。在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

区中，专门分设了“强制报告”通道。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立足检察职能，加强

对有关部门的法律监督，通过提出检察建

议、建立会商机制等方式，将未成年人保护

的各项法规落到实处，构建齐抓共管的未成

年人保护社会化大格局。

有关专家和司法机关工作者建议，应

把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契机，强化未

成年人入住旅馆监管机制构建，筑牢法治

保护屏障。 (新华）

少儿游泳培训
存在安全隐患

专家建议出台法规加强安全监管

每年暑期，不少家长都会给孩子选报游泳培训课程。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成年人泳池未经改造直接用于少儿培训、
一名教练看护十几名孩子等情况时有发生，给少儿游泳培训
市场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少儿游泳水深多少才合适？

暑假期间，家住山西太原的郭女士为 8 岁的女儿选择了
龙城国际饭店内的一家游泳培训机构。

开课当天，郭女士发现两名教练带着十三四个孩子。郭
女士事后才知道，泳池最浅的地方在 1.6 米左右，而女儿的身
高只有 1.3 米。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游泳池浅水
区水深应不大于 1.2 米，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应不大于 0.8 米。
然而，记者在太原市走访了十余家开展儿童游泳培训的场
馆，发现这些场馆都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成年人泳池，水深大
都在 1.8 米左右。

“从安全角度看，初学游泳，水深在 1.3 米至 1.4 米左右较
适宜”，太原市体育稽查队队长刘健说，游泳池不论深浅，都
存在安全风险，但浅水教学的风险系数相对要小许多。

记者走访还发现，成人泳馆用于少儿培训后，一些初学
游泳的儿童和前去健身消费的人群同处一个泳池，甚至有的
游泳培训机构连泳道线都没有设置。

业内人士介绍说，当成年人与儿童在泳池中相向而游
时，存在水面落差，容易导致儿童在换气的一刹那“呛水”。
两年前，有泳池曾发生过一起成人游泳溺亡事故，监控发现，
一位身材相对瘦小的女士在游泳时，被他人掀起的水浪呛了
一口水，结果身体在水中下沉导致溺亡。“成年人尚有应对不
当的时候，何况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一位专业人士说。

完善相关标准加强安全监管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陈安平表示，游泳教学分为深水
教学和浅水教学。近年来深水教学越来越多，相应的安全措
施也应加强，尤其是在教练资质、救生员配备、水质管理等方
面，容不得一丝马虎。

陈安平说，过去游泳培训大多是封闭教学，近年来成年
人与初学儿童共泳的现象明显增多。尽管现有相关法规并
无强制性要求，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培训机构应进行科学
管理和隔离，给少儿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教学环境。

“目前，缺乏专门针对青少年游泳培训市场的国家标准
和地方标准。”山西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处一名工作人员说，现
有标准都是针对成年人的，对青少年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
相关法律法规应尽快出台，使执法条款更清晰，避免安全事
故的发生。

山西大学游泳馆馆长崔俊峰表示，游泳是高危运动项
目，对少儿游泳培训的教学大纲、教练岗前培训等，相关法规
都应尽快明确。一些受访家长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检查结果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便起到更好的警示教育和公
众知情效果。 (新华）

旅馆酒店渐成受害案件多发地，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旅馆违规办理未成年人入住

未成年人开房监管漏洞如何堵？
为贯彻落实《关于

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近期多地检察
机关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入
住旅馆异常情况强制报告
制度。

今年暑假，记者走访
多地，发现仍有不少旅馆、
民宿违规办理未成年人入
住，对未成年人人身安全
造成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