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济南 11 月 2 日电 近日，
互联网上一张女子站在鲁 Q9588 警车
伸出半截身子“迎风自由飞翔”照片，引
发网民对公安部门“滥用警车”等问题
质疑。 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11
月 1 日晚发布公告称， 对此问题已展开
调查并将严肃处理。

警方称，经初步查明，9 月 20 日，全
国第四届山地自行车拉力赛在临沂市莒
南县举行，根据安保工作要求，莒南县交
警大队派出警力执行交通安保勤务，鲁

Q9588 警车负责赛事安全勤务路线巡查
工作。比赛期间，山东省日照市一参赛队
随队女摄影师请求跟车拍摄， 车上民警
同意其上车随行。比赛期间，这名女摄影
师看到本队队员在向终点冲刺， 张开双
手向队友致意， 被网友拍照并上传到网
络，引起网民关注。

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单位纪委、督察部门对该问题已展
开调查，将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照相
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2 日上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政府
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11 月 1 日居民
楼爆炸事故的相关情况， 此次事故共造
成 3 人死亡、20 多户居民家不同程度受
损。

1 日上午 9 时 39 分， 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北二安居小区内北侧居民楼三单元
6 楼西户因燃气泄漏引发爆炸起火，11
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 由于 6 楼与 5 楼
间楼板发声坍塌， 现场搜救人员只能调
用大型器械将楼板清运出去后再搜救。 1
日晚间，搜救人员在现场搜救到 3 人，但
均无生命体征。

据了解，3 名死者为 6 楼西户住户王
某 (女 42 岁 )、5 楼西户住户李某某 (男，
52 岁)及王某某(女 47 岁)，其中李某某、
王某某为夫妻关系。

事故发生后， 呼和浩特市成立了由
新城区委、 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事故善
后工作领导小组，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的
生活问题，积极安抚遇难家属；成立事故

调查组， 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细致的调
查； 由呼和浩特市建委牵头成立房屋受
损情况专家鉴定组， 对房屋受损情况进
行评估，并提出维修的解决办法。

爆炸起火居民楼共有 5 个单元 60

户居民。 专家初步鉴定，该居民楼 1、2、
4、5 单元主体结构安全，3 单元需在清理
后再作进一步鉴定。事故造成 20 多户居
民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 3 单元
5 楼与 6 楼较为严重。 据新华网报道

11 月 2 日记者从连云港灌云县警方获
悉，失踪女孩的遗体在附近河里找到，犯罪
嫌疑人是女孩的大舅妈韩某，“因个人心
理扭曲而产生杀人念头”。

此前， 女孩家人曾在网上发布 “寻人
启事”：季某，8 岁，女童，长着一双大眼睛，
双眼皮，眉毛很浓，少牙，身高 110 厘米，家
住灌云县侍庄街道， 是灌云新区实验小学
的二年级学生。 家人称，如有线索，愿付 10
万元酬金。

据当地警方通报，10 月 24 日晚， 灌云
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报警称： 侍庄陆
庄村 8 岁女孩季某早上离家后失踪， 经多
方查找没有下落。

警方称，接报后，灌云警方启动疑似被
侵害失踪人员侦查机制，开展调查、侦查工
作。 随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综合运用
多种措施，展开侦破。

经过连续数日侦查，警方最终认定，
女孩的大舅妈韩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于 10 月 29 日在侍庄陆庄小区韩某家
中将其抓获。 此时，距离女童季某失踪已
有 6 天。

警方通报，经审讯，韩某交代，其因个
人心理扭曲而产生杀人念头， 于 10 月 24
日上午将小女孩季某叫到家中骗其喝下安
眠药， 后于下午骑电动车将睡着的季某装
进塑料袋，抛入附近的河中，并将其头部按
进水里溺死。

韩某交代称， 她之所以对季某下毒
手， 是因为季某的爸爸妈妈每次回家来，
都会带很多好吃好玩的给季某，而没有带
给她的孩子（季某的表弟）一份，于是，她
就怀恨在心。 在 10 月 24 日早晨，她趁女
孩一个人在外玩耍的时机， 就对其下了
手，并找机会抛尸于数公里外的叮当河。

目前， 犯罪嫌疑人韩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审理、 查证工作正在进行
中。

据澎湃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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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 68 岁的老人， 一个是 20 岁的
女孩，他包养了她做情人，为了维持“祖孙
恋”高额花销，两人一起去盗窃。 10 月 30
日，办案民警向记者介绍了案情。

五六月份期间， 灌阳县城周边农村接
连发生鸡鸭等家禽被盗案件。 10 月 26 日，
灌阳警方通过多方侦查成功将一男一女两
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其中，男的姓雷，68 岁 ;女的名叫小芳
(化名)，20 岁。 虽然他们年纪相差 48 岁，可
他们却是情人关系。 当然，这跟爱情似乎关
系不大。

据雷某交代，他因妻子长期在外打工，
儿子也已成家立业，终日无所事事，不免心
中有些空虚寂寞。 今年年初， 一次巧合之
下，他认识了小芳。

小芳，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父
亲长期在外打工， 她成年之后与一些社
会不良青年混在一起， 继而染上了毒
瘾。

雷某与小芳一来二往熟了后， 两人同
居，他包养了她。 两人都没有稳定收入，不
仅要吃喝，小芳吸毒还要钱。 雷某靠自己原
来的积蓄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 之后就无

能为力了。 他知道，他如果没有钱来维持小
芳高额花销的话，这段关系算是到头了，可
他又舍不得。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雷某和小
芳起了贼心， 盯上了县城周边农村村民家
的家禽。 作案前先踩点，作案时分工合作，
一人望风一人盗窃。 雷某还交代，除了盗窃
村民家的家禽外， 他们还盗窃了一个钢材
店两台电动机。

10月 30 日， 雷某和小芳因涉嫌盗窃罪
被灌阳警方移交灌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
捕。

据《桂林晚报》报道

68岁老汉包养 20 岁女孩
两人因花销不够盗窃被捕

网络发布招嫖信息
今年 8 月底 , 白云警方在工作中获

悉一条线索: 有一伙人在三元里大道一
带从事网络招嫖活动。 经过初步调查,警
方发现该伙人主要活动场所为三元里大

道上的一间酒店, 且时不时会开车带一
些女子到酒店。 随后,白云警方抽调多警
种成立专案组,从网上、网下同时侦查。

该伙人员分工很细,有负责组织协调
的、发布招嫖信息的、专门望风的、开车
接送的、打扫卫生的等等,他们主要通过
网络发布招嫖信息, 一旦有人与他们联
系好, 他们就从外地将女子带到酒店进
行交易。

10 月初, 专案组民警跟踪掌握到该
伙人员再次转移至白云区新市街齐富路
活动,决定将其一网打尽。

专门提供 POS 机供嫖客刷卡
10 月 9 日当天 ,该伙人员多次驾车

将一些女子带到酒店 ,专案组判断他们
极有可能正在组织卖淫活动 ,决定立即
行动。在控制住酒店外围的涉嫌嫖娼男
子和该团伙的望风人员后 ,专案组民警
顺利地将酒店房间里的团伙成员及卖

淫嫖娼人员全部抓获。 此次行动 ,白云
警方共抓获该团伙骨干成员 15 人、卖
淫女子 13 人、嫖娼男子 9 人 ,现场缴获
涉案现金 10000 余元、汽车 5 辆 、用于
支付嫖资的 POS 机 1 台、 手机 45 台等
物品。

警方现已查明,该团伙成员和卖淫女
子基本上都住在佛山南海区 , 长期流窜
至广州市内的酒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他们中有多人负责通过网络发布大量的
淫秽相片、 信息用以招揽嫖客 , 一旦有
“生意”上门,就从南海将卖淫女子送至
酒店,凌晨两三点再将女子送回南海。 为
了方便收取嫖资 , 该团伙还专门提供
POS 机供嫖客刷卡。

目前, 涉嫌组织卖淫的 15 名团伙成
员已被白云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2 名卖
淫嫖娼人员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该
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快报》报道

8岁女童遇害
嫌疑人竟是大舅妈

遇害女童季某 网络图片

呼和浩特一居民楼发生爆炸
致 3 亡 20 余户居民受影响

广州警方打掉一卖淫团伙
37人落网 备 POS 机可现场刷卡

山东回应警车载女子“阅兵”：严肃处理

通过网络发布大
量淫秽相片、信息用以招

揽嫖客,一旦有“生意”上门 ,
就从佛山将卖淫女送至广州的
酒店, 还专门提供 POS 机供嫖客
刷卡。 11 月 1 日,广州白云警方
通报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招
嫖的作案团伙 ,抓获 37 人 ,

缴获涉案财物一大
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