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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至 2001 年江苏无锡锡南地区发
生拦路袭击单身女性系列案件，犯罪分子尾
随、守候夜间上下班女工，持棍棒、铁锤等凶
器拦路袭击并实施抢劫、强奸，致 2 人死亡、
多人受伤。限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案件侦查
始终未取得突破。19 年来，无锡警方始终肩
负着“命案必破”的使命担当，依托侦查办案
体系改革和现代刑事技术，终于在 2020 年 8
月 18 日将犯罪嫌疑人郁某山抓获。经审讯，
郁某山交代了系列抢劫、强奸作案的犯罪事
实，尘封 19 年之久的命案积案最终得以告
破。10 月 15 日上午，无锡市公安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就该市警方侦破锡南地区重大命案
积案的情况向社会通报。

命案现场指纹被成功采集

2001 年 3 月 17 日早晨，雪浪镇进溪村发
现了一具女尸，头部有明显被重击的痕迹。
案发后，无锡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抽调两
级刑侦部门警力开展侦查。

现任无锡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
所所长费旭鸣在 19 年前作为一名普通侦查
员，直接参与了该系列案件的现场勘查工
作。“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片菜叶上还
留存一枚稍好的指纹，为了赶快提取，驾驶
员一路飞驰赶路，我则是尽量捧着菜叶呵
气，避免水分蒸发。”最终这枚指纹被成功采
集，也成为锁定嫌疑人的有力证据。

专案组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工作，将此案
与 1999 年至 2001 年发生锡南地区华庄、东
绛、雪浪和南泉四个乡镇的多起袭击单身妇
女案件进行串并，发现犯罪分子以夜间上下
班女工为目标，尾随、守候在无人村道，持棍

棒、铁锤等凶器拦路袭击并实施抢劫、强奸
作案。为此，专案组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守
候伏击工作。

现任锡山公安分局东北塘派出所教导
员王新穗当时是进溪村社区民警，因年纪轻
体能好被挑中开展守候伏击工作。

“当时我乔装成女性，在路上骑行一段
时间后就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当时就怀疑
是嫌疑人。”王新穗介绍，正如其所想，该辆
自行车的骑行者在距离其 4、5 米左右时，突
然径直向他逼近，一把握住其自行车龙头。

“当时我顺势跳车，迅速拿出藏在车筐
中的钢管。”但嫌疑人摔入路基旁的田埂后，
在麦田中逃窜，王新穗与其在麦田中展开追

捕，由于嫌疑人更熟悉地形，最后消失在村
巷中漆黑的小路上……提及这段往事，王新
穗仍心有不甘。

此次抓捕也让警方对嫌疑人的体貌特
征更加明晰，结合采集到的指纹，当时，警方
开展持续一年的大范围搜捕，但犯罪嫌疑人
仿佛消失一般，从此再也没有露出踪影。

嫌疑人偷鸡蛋露出马脚
19 年来，无锡警方侦破此案的信心和决

心从未动摇。今年年初，无锡市局将该案列
为命案积案攻坚行动“1 号”主攻案件。

谁 也 没 想 到 一 筐 鸡 蛋 竟 成 为 破 案 关
键。今年 5 月，无锡新安一家餐饮店的老板

王丽(化名)在点货时发现少了一筐鸡蛋和
一箱鸡块。在与供货商核实后，并不是少放
货品，而是被人顺手牵羊了。尽管只值一百
多块钱，在王丽拨打 110 后，民警很快就到现

场处警，并于当天锁定嫌疑人郁某山。

“当天 7 时许，我们接到了该警情，到达

现场后迅速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发现东西是

被一名头戴工地安全帽的男子所偷走，随后

我们循线追踪锁定了盗窃嫌疑人郁某山。”

新吴公安分局国科园派出所副所长李艺处

置了当天这起警情。

尽管案值虽小，但嫌疑人建档采集等规

范流程一项都没少，这也为这起命案积案的

侦破奠定了基础。“郁某山高度比中 19 年前

锡南地区命案嫌疑人!”2020 年 8 月中旬，无

锡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所技术员王霖在

对嫌疑人档案库进行复检时有了重大发现。

经外围深入调查，警方确认此人具有重

大作案嫌疑。8 月 17 日下午，专案组抽调精

干警力，参与抓捕和侦审工作。经周密部

署，8 月 18 日中午 12 时许，抓捕民警在新吴

区一机械公司车间内将郁某山成功抓获。

经查，今年 57 岁的郁某山脾气暴躁，平

时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流。初中没上完，

他就开始学做木匠，并结婚生子。29 岁那

年，他因盗窃被判刑 5 年，刑满释放后在雪

浪一带打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99

年至 2001 年，他由于手头拮据加之为了寻

求刺激，将目标瞄准单身女工疯狂作案。

慑于警方大规模排查的压力，一度逃离无

锡多年赴上海打工，后于 2017 年至现单位

打工，直到这次因为偷鸡蛋露了马脚最终
被警方抓获。 （法治）

以合作社入股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发
展社员 4000 余人，吸收资金高达 2 亿余元。
10 月 15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
民检察院获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
罪嫌疑人李某某被批捕。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先后以扎兰
屯市区及周边乡镇为经营地址，注册成立了
11 个农业类合作社、粮贸公司，其在未经相
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以在合作社入股的名

义面向社会不特定群体，采用发放传单及口
头宣传的形式吸收社员存款，承诺可以按期
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扎兰屯共
吸收资金高达 2 亿余元，发展社员人数 4000
余人，未兑付本金及利息金额 5000 万余元。

李某某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
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中新）

山顶密布捕鸟网
20多天捕8万多只

四川 3名嫌疑人获刑并判赔偿
生态环境损失150余万

记者 10 月 15 日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公安局获悉，发生
在三台县境内的“10·30 特大非法狩猎案”近日成功告破。

发现捕鸟网密布报警

日前，三台县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陈某政、陈某德、石
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3 个月至 2 年 7 个月不等，并处赔偿
生态环境损失 1575900 元。

2019 年 10 月 30 日，家住三台县景福镇福家坝村的小赵
在爬上某山山顶游玩时，惊异地发现山顶捕鸟网密布，现场
还有一名 60 余岁的男子正在捕鸟网上取鸟，小赵立即打电
话报警。民警到场后发现，现场架设捕鸟网犹如一个八卦
阵，以环形模式由内到外架设捕鸟网数层，民警在中心现场
只能边走边剪才能在该处山坡正常行走。织密如麻的捕鸟
网下，堆放有大量被捕获的鸟类，另有捕鸟网 50 余张、诱捕
器(播放模拟鸟叫)2 台。

民警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石某(男，贵州籍，60余岁)，
经盘问，石某谎称来绵阳市三台县游玩，捕鸟只是其个人娱
乐方式，没有同行其他人参与。石某闪烁其词，神情紧张，民
警以经验推断，石某在撒谎，遂对其位于景福镇麻柳树村的
临时居住点进行排查，在此过程中将该案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陆某(女，贵州籍，40 余岁)抓获。在二人居住的临时住所
内，民警发现一台双开门冰柜，冰柜内堆放有红、黑色两层塑
料袋打包好的鸟类死体 5000 余只，涉案数量巨大。

20多天捕鸟8万多只
随后，民警又从屋内搜出猎捕工具，捕鸟新网近百张、诱

捕器数台、喷火枪一支、猎捕夹数十个，并在现场发现一本疑
似记录猎捕数量的记录本。通过该记录本内容显示，猎捕日

期、猎捕人姓名、猎捕具体数量统计详细，经现场初步核算，

至 2019 年 10 月 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参与猎捕鸟类统计

人次 4 人，猎捕数量共计 8 万余只。经鉴定，该案现场扣押的

猎获物中，包括领角鸮、朱雀、燕雀、鹀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和三有动物。

三台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立即对“10·30 特大非法狩

猎案”立刑事案件侦查。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石某、陆某对伙

同陈某政、陈某德从贵州前往三台县进行猎捕野生鸟类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通过二人主动提供的在逃犯罪嫌疑人陈

某政、陈某德的联系方式，民警对在逃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

了劝返。2019 年 11 月 19 日，该案同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政、陈

某德主动到三台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投案自首，并如实供

述其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

通过对“10·30 特大非法狩猎案”涉案犯罪嫌疑人的审

讯，民警顺藤摸瓜，又锁定了收购猎获物，涉嫌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的嫌疑人龙某华(男，贵州人，40余岁)。在贵州

警方全力支持配合下，今年 1 月，龙某华被抓获归案。（中新）

从一筐鸡蛋“揪出”命案凶手
江苏无锡警方侦破19年前重大杀人积案

吸收4000余人资金超2亿
内蒙古一老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批捕

民警在审讯嫌疑人民警在审讯嫌疑人

10月 1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

件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碰瓷”一词在新

闻中并不少见，但出现在政法机关文件标题

中还是很新鲜，而且是在“两高一部”联合印

发的指导意见中，这足以说明严惩“碰瓷”行

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不少人印象中，“碰瓷”行为的实施

主体多是年纪较大的大爷大妈或者身有残

疾的人员，他们的方式一般比较简单直接：

躺在车前索要财物。随着行车记录仪的普

及，这种直接撒泼式的“碰瓷”越来越没有

市场，而那种凭借法律漏洞进行技术性“碰

瓷”的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利用熟练的驾驶

技术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模糊地带，

通过“设局”精准地制造所谓的交通事故，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碰瓷”。新闻媒体曾报

道过，出租车司机杨某在短短7个月卷入了

15起交通事故，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些事故

都是“碰瓷”，杨某通过这些事故共诈骗 1.8

万元。

此外，花样不断翻新的“碰瓷”不但在实

施过程中有可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妨害公

共交通秩序，而且还常常滋生其他违法犯罪

行为。比如，趁人不备实施盗窃、抢夺，毁坏

他人财物、暴力劫取他人财物；在未达到预

期目的后，非法拘禁、搜查甚至是伤害他人。

这次“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依法办理

“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一次

对“碰瓷”行为作出了明确界定，列举了“碰

瓷”犯罪的主要类型，构建了惩处“碰瓷”行

为的制度框架，不仅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指

引，也有助于提醒广大群众避免上当受骗，

更能够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各类“碰瓷”行为以遵法之名行违法之

实，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容易滋生黑恶势

力，必须织密法网，堵塞漏洞，拦住形形色

色的“碰瓷”者。为此，一方面要在实践中

落实好“两高一部”的上述意见；另一方

面，也运用各类典型案例，加大法治宣传

教育力度，鼓励人们遇到问题时，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让“碰瓷者”有

可乘之机。 (法治)

房车露营地有待完善
某线上旅游服务平台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来房车租赁订

单大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房车游的

私密性、安全性比其他的出游方式显然要高一些。同时，这

也与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注重旅游体验有关。

随着交通沿线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房车设

计和价格日趋合理，相信房车游将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

择。不过，正如业内人士所言，房车露营地涉及车辆停放

和旅途补给，营地的完善是房车旅游推广的基础。毕竟，

出游途中，将房车停在哪里，是车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有不少人倾向于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停下，但现阶段

房车自驾游仍以停靠在专门的露营地居多。一旦营地不够

完善，会导致房车乱停乱放，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给环境带

来污染。

完善房车露营地，不一定要“高大上”，只要功能齐全且

具备特色即可。从自然环境上看，可以选址在具备江河湖

海、草原林地、人文历史、古村古镇等景观之地；从配套设施

上看，可以从交通便利、移动网络信号全覆盖以及消防安保、

照明卫生、水电供给、厕所洗浴、废弃物处理等要素保障着

手。当然，露营地也需要把服务价格降到合理范围，管理水

平也应符合游客心理预期。 （经济）

“一盔一带”
还需“一标”保驾护航

今年4月下旬以来，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多地政府宣布将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的头盔佩戴行为。但近日有媒体报道，政策带来的头盔

火爆销售的背后，却充斥着众多“劣质产品”的身影。一些厂

家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出台统一的电动车头盔生产标

准，杜绝不安全的劣质头盔生产。

劣质电动自行车头盔堂而皇之生产和销售，根源就在于

相关标准缺失。不同种类头盔的防护需求也不一样，目前国

内针对摩托车和单车头盔产品都制定了严格的生产标准，摩

托车头盔还要经过国家强制的3C认证。相比之下，电动自

行车头盔缺乏统一生产标准，大家各自为战，难免出现为降

低成本而逾越底线的现象。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电动自行车头盔标准的缺失，

不仅不利于行业的规范发展，而且容易带来潜在的交通安

全隐患，消弭“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善意。“一盔一

带”还需“一标”保驾护航，才能行稳致远。眼下，浙江乐

清、广东深圳先后针对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制定了地方行

业团体标准。有关部门应吸收借鉴这些成果，尽快制定出

台电动自行车头盔生产国标，堵塞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

漏洞。 （法日）

党员干部莫伸手
谋取不义之财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近期，多起党

员干部违规借贷敛财案件被查处，引发舆

论关注。有网友评论：“自以为能够规避

调查，结果仍是作茧自缚。”

民间借贷是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和民

间资本融通的重要方式，在有效解决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常的

民间借贷，法律并不禁止。但对党员干部来

说，参与民间借贷也有不可逾越的红线。《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通过民

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属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纪

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

退赔。如果获取了大额回报，并确定影响了

公正执行公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人员谋利，则可能认定为受贿。

滥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迟早是要还

的。从查处案件情况看，有的党员干部以

借款之名行受贿之实，为规避审查调查，

向行贿人出具借条欠条；有的打着放贷的

幌子，违规向企业主收取高额利息；还有

的以家属或特定关系人名义借贷“搭股”

谋利。这些违规参与民间借贷的行为，看

似合理合法，本质上却是公权的异化和滥

用，最终都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合法的民事权利理应受到保护，但明知

故犯、心存侥幸的违纪行为也必须追究到

底。借贷过程中，有没有获取超出正常范围

的利益、存不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行

为，借用人是否出于对党员职务身份方面的

考虑，这些都必须仔细考虑衡量。对党员干

部来说，诱惑越大，越要管住手。 （中纪）

近年来，我国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巨大

的快递包裹投放量让“包裹上贴广告”的生

意悄然兴起，“快递广告媒体”的词条也悄然

出现。

快递广告优势明显，因为它会随快递直

接投递到消费者手中，传播范围广。于是，

有些快递公司就接受发布广告的业务，“包

裹上贴广告”生意红火。不少消费者只是收

寄快递件，觉得快递包裹上的广告没什么大

不了。有网友认为，快递企业通过发展快递

广告业务，是应时而生的新商机，等于开拓

了邮费之外其他收入来源，能减轻经营压

力，减缓快递价格上涨速度，减轻消费者负

担。但如果对这一现象一味纵容或放手不

管，虚假广告就可能乘虚而入。

目前，我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还没有

对快递包裹广告作出明确规定，按照“法无禁

止皆可为”的原则，快递包裹上贴广告不能被

视为违法行为。尽管如此，仍要看到，快递离

开寄件人之后，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快递物品

的权益是属于寄件人的，一直到收件人签字

收件。快递公司只负责受托中转与运输，不

具备对快递物品表面改变的权利。快递企业

应考虑接收者的权益，应允许消费者网购时

注明接收或不接收广告，对于注明不接收者，

绝不能强求。特别是包裹广告不宜喧宾夺

主，不能遮住寄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信息。

为了避免快递广告任性，应该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将其纳入监管中，使其在法治轨

道和监管视线中良性发展。通过相关制度

设计，明确广告发布商、快递企业及消费者

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包裹广告发生纠

纷，处理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经日）

校园不是秀场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出提

示称，《教育系统“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

惯”行动方案》印发以来，各地各校高度重视，制

定了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工作举措，有效制止了

校园餐饮浪费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地

方和学校认识不准确、理解不到位，出现了要求

学生“背诵餐歌打卡”“浪费一粒米做一道选择

题”等形式主义做法，亟待认真纠正。

校园不是秀场，节约无需“演戏”。教育系

统“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是一道必答

题，答好这道题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必须遵循教

育规律，出细活和精活。 （北青）

用法网拦住“碰瓷”者

快递包裹广告莫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