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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破案没有终点，
永远在路上”

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系列强奸
杀人残害妇女案、贵州凯里杀害民警
抢枪抢劫杀人案、山西绛县猥亵杀害
三名未成年女学生案等，发案时间大
多距今10年以上，最长的已近30年，
很多曾被称为“世纪悬案”。

近两年，这些悬案相继被侦破，得
益于公安部刑侦局开展的疑难命案积
案攻坚行动。2016 年 3 月，由公安部
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牵头成立工作
组，选择了包括上述案件在内的 9 起
久侦未破的命案积案，直接组织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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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义从警32年，长期战斗在打击刑
事犯罪的第一线，成功破获了上千起重特
大疑难案件。此次攻坚行动中，刘忠义所
带领的团队科学组织指挥，9起案件中的5
起被成功破获。公安部刑侦局疑难命案积
案攻坚行动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2017
年全国命案积案破案数比 2016年增长了
92.23%。2017年10月，公安部举行第二届
全国“公安楷模”发布活动，刘忠义当选“公
安楷模”。

有人说，在刘忠义的手里，没有破不了
的悬案。但他说，任何人都不敢夸下这个
海口，他只是赶上了好时代，能够静下心来
研究工作。

刘忠义：这些（未破）案件我们没有时
间表，没有说今天干，明天就不干了，只要
拿上来，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中，所以犯罪分
子你作了什么案件，不管你多狡猾，你做得
多么天衣无缝，放心吧，都是你自己想的，
到最后你会被战胜的。我说别犯罪，别去
想那些案件破不了，别挑战。我们下一步，
还是继续攻坚克难，侦查破案没有终点，永
远在路上。 （据央视新闻）

白银奸杀等“世纪悬案”如何侦破?
刑侦专家这样说

首批 9 起攻坚目标案件均为严重恶
性案件，犯罪手段均十分残忍，在案发地
乃至全国影响很大，虽然案发地公安机
关连年攻关，但久侦未破，案件侦破工作
陷入僵局。攻坚行动工作组接手后，如
何在前人的积累上寻找新突破，成为破
案的关键。

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警方掌握的唯一
线索，就是一枚变了形的指纹。“因为作案

的时候他（犯罪嫌疑人）在动，是变形的指
纹，所以这枚指纹怎么用，我们请专家来重
新标注和研究研判。”

经过 11 名专家两周时间的反复研
究，2016 年 7 月 28 日，指纹被重新标注，
7 月 29 日进入全国指纹库提交比对，其
中一枚指纹入库当天就成功比中了犯
罪嫌疑人。7 月 30 日上午，嫌疑人被抓
获，案件取得重大突破，嫌疑人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9 起案件中的一起被成功
破获。

刘忠义：这就是侦查的理念和专家的
结合，指纹还是原来的指纹，DNA 还是原
来的 DNA，就是怎么再拓展应用的问题，
有的现场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现场给我
们的信息是什么，这个人离现场到底有多
远，反映出一些综合信息的应用，我们按照
这个方向能找到犯罪嫌疑人。

1998 年 10 月 17 日深夜，贵州省凯里
市公安局大十字派出所原副所长安坤在
租住地楼梯间转弯平台处被人钝器击头、
匕首刺穿胸膛遇难，配枪丢失。44天后的
12 月 1 日中午，惊魂未定的小城再发命
案，时任中国银行凯里分行行长乐贵建和
妻子房晓远、14岁的女儿乐雅娴以及邻居
刘巧云被他人持枪射击和锐器捅刺致死，
案发现场被大面积翻动，弹痕检验结果显
示，子弹来自安坤丢失的六四式手枪，两
案遂并案处理。

该案曾由公安部督办，黔东南州公安
局成立专案组，先后选派 500余名干警参
与侦破，调查相关人员1万余人，形成卷宗
78卷。调查显示嫌疑人对受害人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但作案动机是寻仇还是谋财，十
几年来内部一直有争议。

刘忠义接手这起案件以后，重新分析
了现场的痕迹物证，判断犯罪分子与被害

人之间并无私人关系，其抢枪的目的就是
侵财。“如果跟个人有矛盾，如果要杀这个
行长，在门口、在其他隐蔽地方，犯罪分子
很容易动手找到他，不用枪就能杀了他，干
什么非得进屋，冒这么大的风险，还是在大
中午？这都是不合常理的。而反映出的真
实情况就是，犯罪嫌疑人缺钱，急需要用
钱，所以作案。”

2016 年 6 月 23 日，封存 18 年的案发
现场被再次打开，刘忠义率公安部特邀刑
侦专家对现场重新组织勘察。在案发现
场，警方曾提取到 4枚联指指纹，这 4枚联
指指纹均系斗型纹，根据这个特征，工作
组找到了突破口。一个人一只手上连着
四个斗形纹，这个特征很特殊，但恰恰是
当地少数民族人的特点，“手上斗多，当时
他们怀疑这人不是他们当地的，我说你看
到没有，特征跟你们都一样，还往什么外
面找。”

工作组确定该案系凯里当地人作案，
明确了以指纹找人的主攻方向，要求专案
组立足本地、采集所有33岁至63岁男性指
纹开展比对，工作量极大，在黔东南州、县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目标群体进行
全面采集。

截至 2016 年 11 月，当地共采集了一
半目标人口的指纹入库比对，11月 23日，
看守所在押人员、原凯里市棚户区改造办
副主任黄某坤的指纹与案发现场指纹成
功比中。

11 月 25 日，专案组对黄某坤开展审
讯，黄某坤交待出同案潘某平。专案组顺
线于 12月 2日将潘某平抓获，二人对 1998
年因欠下赌债杀害民警安坤抢其手枪，后
持枪抢劫杀害乐贵建等 4人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2017年初，两人作案后丢到江中
的枪支被打捞上岸，悬了近 20年的命案真
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2010 年 4 月 18 日中午，3 名小学女生
结伴到山西绛县县城西沟捉蝌蚪，当晚未
归。4月 19日 11时，3名女生的尸体在一
个被废弃的窑洞内被发现，经法医检验，3
名女生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猥亵，死亡原因
均是扼颈导致机械性窒息，警方从 3名女
孩身体、衣服以及现场遗留物上提取了检
材，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数据，但多
次排查比对未果，案件陷入僵局。

案发 6 年来，公安部多次派出专家组
指导工作，将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这次疑
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中，该案又被列为目
标案件之一。2016年 4月 22日、23日，工
作组和专家先后两次到绛县西沟实地踏勘
现场，对沟上、沟下、案发窑洞以及周边地
形地貌进行了仔细勘查，结合现场认真分

析杀人与移尸的先后顺序，并重建案发现
场，对案件所有物证的关联性进行合理解
释，并作出了三点判断：

①犯罪嫌疑人对当地地形熟悉。因为
窑洞比较偏僻，不熟的人根本不知道。

②偶发作案，非蓄谋。因为案发当天
是星期六的上午，小女孩们只有这时休息，
且到沟里去捉蝌蚪是偶然事件，犯罪嫌疑
人属于路遇偶发作案。

③作案工具就地取材。因为在现场遗
留物中，包括捆绑小女孩用的绳索，河沟垃
圾堆里就能找到；嫌疑人抽的烟，当地有
售；堵住窑洞门的枣刺，是当地人外出时封
家门、牲畜圈舍的习惯。

就此，刘忠义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
当地人”。随后，工作组圈定了犯罪嫌疑人

的生活地域和活动范围，指导专案组在案
发现场五公里范围内开展排查比对工作。
2016 年 7 月 1 日，案件终于取得突破性进
展，警方在距案发地 1.5公里处找到线索，
28岁的犯罪嫌疑人朱某被抓获。

6 年中，朱某在家人的协助下东躲西
藏，逃避公安机关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经
讯问，朱某交代了猥亵并残忍杀害 3名未
成年女学生的作案经过。

这起案件的侦破，对刘忠义的触动也很
大。2017年4月，他到威海去办案，快到宾
馆时他看到，路边上三个小女孩儿手拉着手，
一蹦一跳从路边跑向海边，刘忠义停下脚步
对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
在。她们这么安宁，安静祥和，享受着安全平
静，当刑警当警察，怎么付出也值得”。

九江市柴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18〕GF001号

经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批准，九江市柴桑区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九江市柴桑区土地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符合出让公告及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
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至 2018 年 3
月 6日登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http://www.jxgtzyjy.gov.cn，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 年 3 月 6 日 16 时。挂牌报价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2 日 8 时至 2018 年 3 月 8 日 10 时，在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

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 至 2 天之前交纳竞买保
证金。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
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
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
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

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
承当相应责任。

六、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
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
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七、其他事项
（一）竞得人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10个工

作日内与九江市柴桑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后 1个月内支付不少于出让金总价款50%的出让金，半年内付清剩余出让金。

（二）土地挂牌成交价仅为土地出让金总价款，

土地出让金总价款中不含契税等其他税费。土地
面积以实测为准。

（三）交地时间为竞得人缴清土地出让金并领
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后5个工作日内。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
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2-6816628
联 系 人：刘先生

九江市柴桑区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30日

宗地编号

DGF2016008-1

DGF2017039

位置

港口街镇港湖大道以东，七号路以南

香蒲路以北，贤母路以西

面积
（亩）

5.718

107.5425

土地
用途

商住

住宅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70年

增价幅度
（万元）

10

1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0

≤2.0

建筑密度（系数）

≤30%

≤25%

绿地率

≥30%

≥3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1

15056

建设周期
(年)

2

2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29

37640

▲指纹对比。

1 一枚变形指纹被还原 嫌疑人48小时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