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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林孟群 李长达 林镇佳）

一名潜逃

了 27 年的命案嫌犯，案发时没有留下

任何相片资料，却因为“歪脖”这一特

征和女儿撕烂记事本的异常举动，暴

露了马脚。记者昨日从省公安厅获悉，

近日，涉嫌 27 年前一宗抢劫致人死亡

案逃犯杨某祥被广东警方抓获归案。

最后一名嫌疑人“人间蒸发”

1993 年的下关路， 是东莞有名的

批发市场集散地。 杨某祥等 5 人从湖

南宜章南下东莞打工， 成为下关路批

发市场的搬运工，一天能挣百余元，这

在当时绝对是打工群体中的高收入

者。 但是看着那些个体户老板每天现

金进出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杨某祥

等 5 人动起了“歪心思”。

1993 年 8 月 24 日晚，杨某祥等 5

人凿开墙洞， 潜入莞城下关贸易部伺

机抢劫， 对值守的女员工黄某实施捆

绑和胶带封口，致其窒息死亡，随后撬

开保险柜并抢走 21 万元。

案发后， 莞城公安分局迅速锁定

杨某祥等 5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与

其开展了长达 27 年的较量。 期间，嫌

疑人肖某、段某

（

1996

年已判处死刑）

、

何某

（

2002

年判处无期徒刑 ）

、 黄某

（

2011

年判处无期徒刑）

陆续到案并接

受法律制裁， 但杨某祥案发后一直在

逃。

女儿的记事本留下关键线索

27 年过去了， 办案人员已换了好

几轮， 但每一名接手案件的民警都没

有放弃追捕。 由于案发至今已 27 年，

受当时的办案条件限制， 杨某祥没有

留下任何相片资料， 只知道其头是歪

的，外号“歪脑”。

民警告诉记者， 在这些年的摸查

和走访中， 有人反映杨某祥与之前未

登记的妻子生了一对女儿， 后来可能

又跟一个河南女人结了婚。 今年公安

部开展全国公安机关“云剑-2020”行

动后，东莞警方成立追逃专班。 3 月 25

日， 追逃专班派出工作组奔赴杨某祥

的老家开展工作。3 月 31 日，宜章警方

传来消息，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查询

到杨某祥的女儿杨某花的下落， 其现

居住在广州番禺。 获悉新线索后，办案

民警次日兵分多路。

在番禺某工厂， 民警见到了杨某

花。 因之前有民警上门找杨某花，她知

道民警是来抓捕其父亲的， 所以对民

警特别排斥。此次，杨某花非常不情愿

地把民警带到自己的住所聊了一会。

“一进屋，她就喝了一罐啤酒，赖在地

上。 ” 民警观察房间看到房间里有书

架，摆满了小说、心灵鸡汤等各种杂书

百余本。民警一边观察杨某花的反应，

一边有意无意地翻着书本。很快，民警

从书丛中挑出了一本记事本， 顺手翻

阅了一下， 发现记事本其中一页写着

“爸的联系方式”。

办案民警心中激动无比， 但情绪

并未外露。 杨某花发现民警在看记事

本的内容，立马夺过来并撕烂，还解释

说“这是我男朋友爸爸的联系方式。 ”

杨某花的过激反应更加印证了民

警的猜测。 幸好在杨某花撕烂关键线

索之前，民警早已用手机拍照留证。

民警凭“歪脖”特征认出逃凶

根据记事本的信息， 办案民警调

查发现一名叫“王贵宾”男子常年在深

圳打工。 东莞警方决定让深圳警方协

助核查“王贵宾”的身份。 3 个小时后，

深圳警方就把“王贵宾”的照片传回，

发现其与“歪脑”的特征非常吻合。 关

键是，与这个“王贵宾”同居的女子是

河南人，和“和一河南女子结婚”的信

息相吻合。

4 月 3 日，在深圳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 东莞警方决定在深圳市福田区福

强路附近的建筑工地抓捕“王贵宾”。

“我们看着他进了工地，记住他的

穿着和体型后就进工地抓人， 但差点

扑空。 ”终于，在一个嘈杂的工地，一名

正在操作风炮机的歪脖子建筑工人引

起抓捕小组的注意， 此人虽佩戴口罩

和安全帽， 但民警一眼就认出他就是

“王贵宾”。 原来，每次进出工地，“王贵

宾”都会换衣服，确保自己能干干净净

地去搭地铁， 这也是民警在工地半天

找不到他的原因。

经审讯，“王贵宾” 就是潜逃多年

的杨某祥， 其对当年抢劫杀人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新华社天津

7

月

31

日电

2020

年 7 月 31 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

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共陕

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贿案，对被告

人赵正永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

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

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赵正永当庭表

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 ：2003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赵正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陕西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陕西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省长、中共

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 企业经

营、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等人非法收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17 亿余元。 其中 2.9 亿余元尚未实

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赵正永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

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

判处死刑。鉴于其收受部分财物系犯

罪未遂， 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认

罪悔罪，赃款赃物均已查封、扣押、冻

结在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

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

时， 根据赵正永的犯罪事实和情节，

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

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

减刑、假释。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女

子身体不适数次去医院就诊， 一再隐

瞒武汉旅居史， 导致确诊后 17 人被

隔离， 其中包括 10 名医护人员。 近

日， 广州中院对这宗妨害传染病防治

案作出终审裁定， 女子樊某获刑 8 个

月。

据了解，樊某生于 1969 年，湖北

省武汉市人，小学文化。 增城区法院一

审认定，今年 1 月 20 日，樊某在出现

流鼻涕等症状的情况下， 从湖北省武

汉市乘坐 K1079 次列车来广东省广州

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村探亲， 抵穗后

未按照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

法提出的要求报备、 居家隔离等疫情

防控措施， 曾外出买菜、 与亲友聚餐

等。

1 月 23 日晚上， 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公告， 广东省决

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 樊某因身体不适， 分别于 1 月 21

日、1 月 30 日、1 月 31 日、2 月 1 日四

次前往增城区新塘镇大新医院就诊，

前三次就诊期间均未如实告知医生其

存在武汉旅居史。

2 月 2 日，樊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2 月 12 日被治愈出院。经增

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 截止 2

月 2 日 20 时 20 分， 共追踪到增城区

密切接触者 7 名， 均为家庭密切接触

者， 上述人员依规定被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 另据增城大新医院报告，因樊某

多次就诊时隐瞒其武汉旅居史， 导致

与其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达 10 人，上

述医护人员被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

2020 年 2 月 27 日，樊某经公安机关传

唤主动到案。

法院一审认为， 樊某无视国家法

律，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在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 拒绝执行

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的预防、 控制措施， 使新型冠状病毒

传播存在严重危险， 其行为已构成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 樊某主动投案， 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是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判决樊某犯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

樊某不服， 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

二审认为， 原审判决已认定樊某有自

首情节并对其从轻处罚， 但由于本案

是发生在全国上下共同抗击新冠肺炎

的特殊时期， 樊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造成大批民众恐

慌， 原审判决对其不适用缓刑合情合

理，于法有据，该院予以认同。 于是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歪脖”潜逃27年 女儿记事本露马脚

广东警方终将抢劫杀人疑犯抓获归案

今年初到广州探亲，隐瞒武汉旅居史导致17人被隔离

一女子终审被判刑8个月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

被判死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交通宣 ）

近日，在广州市交通、公安

交警部门的倡议下， 美团摩拜单车、

哈啰单车和青桔单车共同发布联合

声明，将在广州市范围内对使用共享

单车过程中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用

户实施联合停用措施。

据了解，具体停用规则为：自今

日起，一年内有驾驶共享单车交通违

法记录 1 次的停用 1 周，一年内有驾

驶共享单车交通违法记录 2 次的停

用 1 个月，一年内有驾驶共享单车交

通违法记录 3 次以上

（含

3

次 ）

的停

用半年。同时，市交通、公安交警部门

也将定期对企业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市交通部门相关责任人介绍，目

前广州市共享单车的出行量较大

（

6

月以来日均出行量约为

180

万 人

次）

， 此次三家运营企业统一对交通

违法用户实施联合停用措施，有助于

引导市民群众在共享单车出行中遵

法骑行、有序停放，减少交通安全事

故的发生。

骑共享单车交通违法

今起会被禁用车

被警方抓获的抢劫杀人疑犯。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