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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济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程玉萍

对现场一遍遍勘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作为一名法医，腐烂变形
的尸体、臭气熏天的腐臭以及
冰冷的解剖刀是法医必须面对
的工作内容。这份职业有着常
人难以体验的艰辛，无论狂风
暴雨，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环境
多么恶劣，哪里有现场，哪有就
有付延涛的身影，这位“尸语
者”练就了超强的心脏。自从事
法医工作以来，他以铮铮铁骨
的誓言，践行着法医的承诺，以
胆大心细的思维，以事实为依
据，以科学技术为手段，沉着应
对，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
践中积累的经验为司法的公平
正义贡献一名法医的力量。

2016年3月某日凌晨1时
许，垛石镇某村孤寡老人齐某

（女，85岁）在家中被一名蒙面
男子强奸。案发后，付延涛与同
事迅速赶往现场，并立即进行
现场勘查。但当时案发在深夜，

没有目击证人，而且嫌疑人蒙
面作案，又加上受害人年事已
高，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提供有
价值的破案信息，案件侦破一
度陷入僵局。

现场位于低矮潮湿的平
房，由于受害人生活习惯较差，
床褥不经常换洗，现场勘查中
不时传来阵阵异味，对有价值
的生物检材有一定的污染。付
延涛并没有放弃，对现场一遍
遍的进行勘查，不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天的勘查，最终提取到有效
的生物检材。付延涛又马不停
蹄连夜赶到市局刑科所加班检
验、排查，成功比对同村有犯罪
前科的秦某，最终将正准备畏
罪潜逃的嫌疑人抓获。

提取血迹比对DNA
找出犯罪嫌疑人

法医鉴定的过程，就是还原
事实真相的过程。为了给死者家
属一个满意的交代，为社会主持
公道，主张正义提供可靠的依
据。法医检验鉴定工作者必须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有高

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必须使每起
案件得出准确结论，为揭开真相
提供客观、科学依据。

2012年6月某日，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崔寨镇大柳树店村
黄河滩内发现一具无名尸。付
延涛和同事立即赶往现场，尸
体已高度腐败并布满蛆虫，尸
臭味让围观的群众连连作呕，
他却不为所动，顶着刺鼻的恶
臭味进行了尸体检验。“尸体腹
部有刀伤并且自己不能形成，
确定是他杀，”他一边检验，一
边着急地向领导汇报。案件定
性后，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案
件很快破获，两名嫌疑人一男
一女相继被抓获，供述了杀人
抛尸的整个过程。

“受害人张某高大威猛，嫌
疑人胡某比较瘦小，而且是一
男一女，能杀死他吗？”付延涛
在得知供词后，在心里打了一
个大大的问号。在接下来对杀
人现场、运尸车辆、行驶路线等
勘查中更加认真仔细。杀人现
场早已被打扫干净，运尸车辆
早已洗刷多遍，作案工具早已
销毁，种种不利局面摆在付延
涛面前，但是他并没有气馁。案

发时正值炎炎夏日，酷暑难耐，
他顶着烈日对运尸车辆进行勘
查，在勘查到后备箱内车尾灯
时，一滴疑似血迹的微量物证
引起付延涛的注意，他小心翼
翼地提取并及时进行DNA比
对 ,最终比对出另一名嫌疑人
刘某（后供述，在向后备箱搬运
尸体时把自己的手划破了），攻
破了三名犯罪嫌疑人事先建立
起的攻守同盟，告慰了亡灵，为
案件侦破画上圆满的句号。

付延涛从事法医检验鉴定
工作以来，参与重刑事案件现
场勘验检查2800余起，检验尸
体2500余具，检验活体8200人，
检验法医物证3000余件，出具
鉴定书9640份、检验报告1560
份。十年来，参加故意杀人案件
的勘验35起，在2006年“3 . 2”、
2008年“3 . 19”、2012年“6 . 15”、
2015年“8 . 24”、2017年“1 . 1”、
2018年“7 . 13”等杀人案件中，
对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侦破方
向、出具定案的证据等方面都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以实际行
动履行了自己神圣的使命。荣
获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
次，多次受到市、区嘉奖。

本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李
晶） 近日，全市脱贫攻坚推进会议
召开。区委副书记张鹏在济阳分会
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会议要求提高站位、强化认识、
真抓实干，在“攻坚”中践行初心使
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为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
献，为加快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要紧盯问
题抓整改，做到应改尽改、能改则
改。市扶贫办要把问题清单逐项进
行梳理，各区县、镇村要对照问题逐
一认领、建立台账、立即整改、对账
销号，确保全部整改到位。要举一反
三抓整改，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真正做到群众收入要
算准算好、政策落地要抓细抓实、产
业项目要管理规范、特困群体要用
情关注。要压实责任抓整改，必须高
度重视，切实明确任务、传导压力，
压实责任、抓好整改。

会议强调，今年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之年，各级各
部门要以临战状态把各项工作抓细
抓实抓到位，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要抓好
村容村貌提升，还要抓好强弱项补
短板；不仅要抓好问题整改，还要抓
好长效管护机制，确保脱贫攻坚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圆满收官。

视频会议结束后，张鹏对济阳
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进行再
部署再动员。他指出，前期济阳区攻
坚工作开局良好，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到了决战
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各镇

（街道）要进一步高度重视，提振精
神，坚决杜绝不严不细等问题，把政
策再解读，工作标准再细化，做实做
细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要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坚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查
漏补缺，真抓实干，切实把好事办
好，让群众满意。

区扶贫办主要负责同志就下一
步工作的开展讲了意见。

与死者“对话”，破译死亡密码
济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指导员付延涛二三事

全覆盖专项检查保证疫苗质量安全

本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张端强） 为保证疫苗质量安
全，近期，区市场监管局对所辖
12家疫苗接种单位进行全覆盖
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采取，一是
上下联动，以属地管理为主，各
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内的疫苗接
种单位进行检查，局机关药械

化科加强对基层监管所的业务
指导，帮助解决检查过程中的
疑难问题。二是边查边宣，今年
是《疫苗管理法》颁布实施的头
一年，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过
程中，积极向疫苗接种单位讲
解新法相关知识要求。三是突
出重点，根据问题导向，检查中
突出疫苗接种单位容易出现管
理纰漏的环节进行重点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即时督促整改。

通过专项检查，有力地促
进《疫苗管理法》的贯彻执行，
强化疫苗接种单位安全责任主
体意识，保障全区疫苗流通和
预防接种安全。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济阳区再部署再动员

本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骆慧
娟）“姑娘，多亏了你的提醒，我老
伴的慢病本办下来了，以后拿药方
便多了。”济北街道东王村贫困户王
大爷对自己的帮扶责任人说道。

在近期的入户走访过程中，帮
扶责任人发现王大爷的配偶有胃病
没有慢病本，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
扶贫办，扶贫办反馈至社区卫生中
心，社区卫生中心第一时间入户核
实，为其办理了慢病本。这只是济北
街道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
缩影。

近日，济北街道以提高脱贫质
量为总抓手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通
过“一核三化”，即核验扶贫政策落
实情况，强化问题排查，深化问题整
改，优化帮扶实效，进一步巩固脱贫
成效，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圆满
收官。工作中，突出问题导向，明确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等扶贫
政策落实标准，逐户对政策落实情
况进行精细排查，深入查找脱贫攻
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针对查找出的问题，扶贫办分类建
立台账，转交相关行业部门，明确整
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强化精
准施策，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济北街道强化问题排查

促进扶贫工作再落实

本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张桂燕） 电梯出了安全事故
谁赔偿？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话题。自2020年始，区市场监
管局在全区推广电梯安全责任
保险，经检验检测合格的在用
电梯及新安装的电梯需购买电
梯责任保险，为电梯安全再加
上一把“安全锁”。

据统计，目前济阳区拥有各
类电梯1856余台，占全区特种设
备数的4成以上，电梯安全事故
和针对电梯问题的投诉逐年增
多，电梯安全监管成为市场监管
部门的一项繁重的工作。推行电
梯安全责任保险有利于改进电
梯安全监管和公共服务创新。电
梯安全责任险实行单台年度投

保制，新安装电梯第一年度的安
全责任保险费用，由电梯设备供
应方缴纳，之后年度保险费用由
电梯使用管理人缴纳。电梯检验
检测合格后，需将保险标志和使
用标志一同粘贴在电梯显著位
置。一旦发生电梯安全事故，保
险公司在7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损失，

保护受害人利益。
目前，全区公共场所的电

梯已全部购买安全责任保险，
其他场所购买保险的电梯已愈
54%。区市场监管局将加大力
度持续推进该项工作，确保
2021年底在全区实现全覆盖，
让广大市民乘坐电梯更放心、
更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推广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在公安战线上有一名法
医，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克己
奉公、严格律己，他待人真
诚、正直。他不畏艰辛，顽强
拼搏，用超常的思维方式和
分析能力抽丝剥茧，缜密侦
查，让死者“开口说话”，通过
与死者“对话”，破译死亡的
密码，找到有力的证据，让犯
罪嫌疑人原形毕露，为死者
伸张正义。他就是济南市公
安局济阳分局刑警大队技术
中队指导员付延涛。

付延涛在工作中。

市场监管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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