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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杀害害66岁岁女女童童的的凶凶手手被被捕捕认认罪罪
案件仍需进一步审理；家属质疑，蓉蓉未到校学校为何不通知

本报记者 杨薪薪

10月8日中午，海阳
市埠南村6岁的女孩王
蓉蓉，在距离乘坐校车
100多米的位置，被一中
年男子杀害，次日找到
孩子的尸体(详见本报10
月12日C04版)。13日，记
者通过蓉蓉父亲获悉，
杀害蓉蓉的凶手已经抓
获，经目击者指认，凶手
也最终承认所犯罪行。
据了解，法医鉴定结果
尚未完成，案件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民警追回万元现金

市民写下感谢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建波 福基) 11

日，本报以《公交丢一万元 蹲守三
天捉小偷》为题，报道了市民刘女士
丢万元现金后，经过3天的守候，终于

“等”到小偷，并与民警一起擒贼的新
闻。记者从芝罘公安分局获悉，目前
刘女士的1万元现金已被警方追回，
刘女士特意写了感谢信对民警表谢
意。

9月17日，刘女士在冰轮工业园
站点乘坐23路公交车至发电厂站点
时，包里的1万元现金不见了。10月6

日，公交公司协助查找到监控录像盘
后，10月8日，刘女士决心到只楚站点

“守株待兔”，最终民警抓获了盗窃嫌
疑人。

刘女士说，10月10日派出所就通
知刘女士领回了丢失的现金。“千言
万语都难以表达我对凤凰台派出所
领导和民警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挽
回了我的损失，谢谢他们弘扬了正
义。”刘女士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凶手已抓获认罪，村里加强了安全防范
13日，蓉蓉的父亲告诉记

者，杀害蓉蓉的犯罪嫌疑人在
事发后第2天就被抓住，“最初
犯罪嫌疑人并不承认杀害蓉
蓉的事实，在目击者指认和监
控录像的证据下，犯罪嫌疑人
最 终 承 认 了 自 己 所 犯 的 罪
行。”据蓉蓉的父亲介绍，13日
一早，犯罪嫌疑人到村内对事
发现场进行了指认。

“如果杀害蓉蓉的罪犯没
有抓住，我们全村人都不得安

生。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罪犯
潜伏在周围，村里的孩子这么

多，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再生事
端。”一位村民说。

为了感谢办案人员连日
来的辛苦和努力，全村派代表
为海阳市公安局送去锦旗，蓉
蓉的父亲也向负责办理蓉蓉
案件的刑警大队表达了感谢。

据了解，虽然犯罪嫌疑
人已经抓获，但蓉蓉的法医
鉴定结果还未完成，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蓉蓉的父
亲说，自从蓉蓉被害后，有消
息说开始对接送孩子的客车
进行管理，由村头接送改为
到村内广场。为了避免不幸
再次发生，村内也加强了安
全防范。蓉蓉的事给全村人
敲响了警钟，为保证孩子的
安全，现在孩子们上下学即
便是成群结队，也会有家长
陪同。记者在埠南村内，几乎
没有发现单独出行的孩子。

蓉蓉未去上学，家属未接到老师通知
关于蓉蓉被害的事件，蓉

蓉家属说，蓉蓉所在的新元小
学学前班也应负有一定的责
任。蓉蓉被害时间是8日中午，
蓉蓉的家属称，当天下午并未
接到学校有关蓉蓉未到校的
消息。“若不是我打电话问老

师，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蓉
蓉的母亲说，直到现在，他们
也未接到新元小学有关蓉蓉
方面的任何说法。

“学校曾要求老师要和
家长经常沟通，如果真是这
样，蓉蓉或许能有抢救的希

望，至少会更早被发现。”蓉
蓉的父亲说，发现时间晚就
错过了最佳的发现和抢救时
间。随后，通过家属提供的联
系方式，记者联系了蓉蓉所
在班级的负责人，但接电话
的人员称不是本人。

大货轮胎突着火

拿瓶矿泉水降温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13日凌晨2点半左右，芝罘
区零点立交桥上一辆满载石头的大
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着火。据司机介
绍，他在开车途中听到车子发出奇怪
的声音，下车查看发现轮胎着火了，
无奈车上没有灭火器，司机只能浇两
瓶矿泉水降温，却没效果。最终消防
人员赶到，把轮胎上的明火扑灭后，
现场还是能闻到很重的烧糊味。所幸
除了轮胎之外，货车其他地方没有受
到波及。

工人坠7米深井

消防成功将人救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讯员
史宝杰 记者 苑菲菲) 13日下

午3点，栖霞市龙门口水库大坝处一
施工工地的工人在工地蓄水井内清
理完卫生准备出井时，井口处墙壁上
的扶手突然脱落，工人径直坠入7米
深的井底。经栖霞消防官兵半小时的
努力，坠井工人被成功救出。

13日下午3点多，救援人员到场
发现，这个新建的蓄水井建在半山
腰，还未投入使用，井内无水，深7米
左右，井口直径1米。经了解，坠井工
人神志清醒，能够跟救援人员沟通，
但坠井致腰部受伤动弹不得。救援人
员当即决定采用担架绑缚升井救援
方案，由一名战士和一名医护人员携
带担架、安全绳下井救援。在医护人
员的指导下，救援人员将该工人移到
担架上，然后利用工具对受伤工人上
身和下身进行绑缚固定。一切准备就
绪后，井上救援人员四力齐发，缓缓
将坠井工人平安拉出水井，并及时送
上了120救护车。

蹲守三天捉小偷追踪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杨玉丽 通讯员 徐忠
报道 ) 龙口市的李某利用捡
拾、盗窃、购买等方式获得14张
居民身份证，并利用这些证件
在不同银行办理了14张信用
卡，恶意透支11万余元，并四处
挥霍，最终被警方抓获。

5月26日，龙口市公安局经
侦大队接到辖区多家银行报
案，称刘某某等十余名客户透
支信用卡逾期不还。接案后，龙
口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侦查发现
刘某某等7人系当地农民，经逐
一走访调查，发现有11人根本

不知道自己曾办理过信用卡。
警方通过对比信用卡申办资
料，发现有4个人的身份信息同
时在多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
其申办资料的内容、格式、笔迹
等高度相似，似乎为同一人填
写。经查这些信用卡是在一家信
用卡代办点办理，从而得知这批
卡的申请人实际上都是李某，李
某曾因信用卡诈骗受到过公安
机关处理。经侦大队迅速安排布
控，6月16日中午将正在消费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经审讯得知，犯罪嫌疑人
李某自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

间，利用捡拾、盗窃、从他人手
中购买等方式，先后非法获取
14张他人身份证件，冒用他人
身份在多家银行申请办理14张
信用卡后，恶意透支累计金额
113203 . 48元。李某因涉嫌诈骗
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0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获悉，2013年
以来，全市共破获信用卡诈骗
案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5人，
捣毁犯罪团伙3个，涉案金额
225万余元，挽回经济损失185

万余元。据警方统计，今年破获
的信用卡案件中，冒用或伪造

身份证件办理信用卡诈骗的案
件高达70%。

警方另外介绍，一些不法
分子通常先花两三千元买个读
卡器，然后从境外非法网站购
买磁条信息，通过读卡器把用
户在POS机或ATM机上刷卡
的磁条信息扫到白卡上，再打
上卡号，一张克隆卡就制作完
成了。

据烟台市公安局副局长都
建军介绍，10月14日起，烟台市
民新办身份证将进行指纹信息
登记，伪造、冒用身份证的现象
有望得到改观。

用用1144张张他他人人身身份份证证办办了了一一堆堆信信用用卡卡
嫌疑人恶意透支累计113203 . 48元，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他走的时候就
穿了件老头衫和松紧裤，还穿
着凉鞋，天越来越冷了，他穿
得暖吗？”10日上午，芝罘区新
普街15号楼的刘万风老人拿着
老伴的身份证念叨着，丈夫郭
云宝自8月3日出门散步后便不
知去向，老人用遍各种方式都
没得到他的消息，眼看天越来
越冷，刘万风老人的心里也越
来越着急。

10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刘
万风老人，因为尿毒症透析，
老人的右侧锁骨下还插着管
子。老人清楚地记得，老伴是
在8月3日晚上吃过晚饭后出去
散步走丢的。老人说，老伴脾
气不好，常为她的病犯愁，经
常饮酒度日，时间长了就经常
犯糊涂，但每天晚上出去一小
时就会回来。

8月3日那天晚上天气不
好，可郭云宝老人仍坚持要
出去，刘万风老人便写了个
纸条，上面留下住址和自己
的联系方式，塞在老伴的钥
匙夹里。郭云宝老人身上就

带 了 4 块 钱 ，给 他 钱 也 不 肯
要，就这样，老伴像往常一样
出门了，可天亮了还没回来。
给郭云宝老人的姐妹兄弟打
电 话 ，说 都 没 见 人 。从 那 之
后，刘万风老人就开始了等
待和寻找老伴的路。虽花钱
登过其他报纸，可2个月了一
点消息也没有。

刘万风老人和老伴郭云

宝今年都62岁。两人就靠郭云
宝老人每月的2000多元退休
金和400元的低保费生活。可
刘万风老人每月的透析费就
要3000多元，不够的部分只能
找亲戚借。采访中，老人一直
在念叨，老伴身上穿的都是夏
天的衣服，天越来越冷了，冻
着了怎么办？老伴身上只有4

块钱，饿着了怎么办？老人说，

老伴近1 . 80米，走起路来有些
驼背。这两年越发瘦了，走的
时候穿着白色老头衫和蓝色
松紧带裤，脚上穿着一双凉
鞋。

如果您看到或知道郭云
宝老人的消息，请致电本报热
线：6610123，或者拨打刘万风
老人的电话：13863878355，老人
住在芝罘区新普街15号。

“天冷了，你在外面吃得饱、穿得暖吗？”

6622岁岁老老人人急急寻寻走走失失俩俩月月的的老老伴伴

刘万风老人总是随身带着有老伴照片的证件。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消防人员将坠井工人救了出来。
消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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