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爆頭哥再殺人劫財
警方：疑兇橫行蘇湘渝八年多次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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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9時34分，重慶市沙坪壩區
鳳鳴山康居苑中國銀行儲蓄所門前發生一
起持槍搶劫殺人案。嫌疑犯打死1人、打
傷2人，搶走死者淺黃色女式單肩大挎包
，逃離現場後，搭乘 「摩的」 逃逸。目前
，公安機關正全力緝捕案犯。經調查，已
經確認案犯，自2004年以來，在江蘇、湖
南、重慶等地多次作案，殺死殺傷多人，
搶劫巨額現金，並發布該犯近照。有網民
將其與南京警方發布的 「爆頭哥」 通緝照
片對比，為同一人。

【本報記者韓毅、陳曉彬重慶十日電】

朱明國：頂層設計失當越維越不穩

案發後重慶全城戒嚴，很多從沙坪壩區出行的車
輛被荷槍實彈的警察逐一檢查。由於交通管制，記者
驅車3小時來到鳳鳴山康居苑中國銀行儲蓄所，外圍
被警方拉起警戒線，雖然重慶氣溫高達 38 度，仍有
數百市民聚集在警戒線外議論紛紛。儲蓄所已被警方
封閉，記者無從採訪銀行相關人員。

一男一女取款後被劫
嫌疑犯選擇作案的地點鳳鳴山屬重慶主城沙坪壩

區，鳳鳴山康居苑位於重慶歌樂山下，可算是城鄉結
合部。儲蓄所位於一棟居民樓下，馬路對面是已搬遷
鳳鳴山中學，目前是一塊荒地。支馬路旁是木材、機
電交易的西物市場。從儲蓄所往左，可通往中梁山；
往右，可通往歌樂山，整體位置較為偏僻。

儲蓄所支馬路對面鞋店老闆介紹，9點過，一男
一女乘渝AC9735廣本飛度轎車在康居苑中國銀行儲
蓄所取款，取款走出儲蓄所後被嫌疑犯槍擊，女性受
害者頭部中槍當場死亡，男性受害者頸部中槍，血流
一地。現場有彈殼，男性受害者目前情況不明。

保安勇追兇徒遭槍擊
康居苑小區保安熊先生告訴記者，9點半左右聽

到槍響，看見嫌疑犯搶走受害者淺黃色挎包，由儲蓄
所向新橋大循環方向從容走去，隨後銀行保安追了上
去，他和該小區另一名保安緊隨其後，在距離銀行大
約 50 米的麵館門外，嫌疑犯回身向銀行保安開槍，
擊中保安右手手臂，然後逃走。 「再次槍響後，我們
也沒有敢再追。」熊先生說。

從容搭乘 「摩的」 逃逸
現場目擊者強調，嫌疑犯向保安開槍後，只是加

快了離開的腳步，但並未慌張，也沒有加速逃跑。從
事電腦維修的陳師傅告訴記者，嫌疑犯在距離銀行
200米處搭乘一輛 「摩的」逃逸，在距離銀行約1公
里的新橋加油站下車，並付給 「摩的」師傅 10 元錢
，而後不知去向。 「摩的」師傅已被警方帶走詢問。

據現場群眾描述，嫌疑犯身高170厘米左右，眼
帶墨鏡，穿白色（或淺黃色）短袖，短袖背後有豎條
紋，持槍搶劫殺人後非常鎮定。有傳言說嫌疑犯搶走
受害者20萬人民幣。

儲蓄所旁牛奶店店員朱女士告訴記者，槍案發生
後，她第一時間報警，重慶警方在 10 點左右趕到案
發現場。由於是槍案，群眾不敢破壞案發現場，沒有
人敢把傷者送往醫院。

【本報記者張加林重慶十日電】今上午 9 時
34分，位於重慶市主城的沙坪壩區鳳鳴山康居苑
中國銀行儲蓄所門前，發生了一起持槍搶劫殺人
案。警方聞訊後，迅速控制了現場，並展開緝捕
工作。約上午10時後，有重慶網友發帖市內道路
行駛緩慢。記者從警方獲悉，圍繞事發地，警方
設立了數個包圍圈，嚴密緝拿案犯。位於事發地
的鳳鳴山附近的尖刀山等地和市郊歌樂山等都有
駐軍部隊的軍用大卡車在派員前往圍捕。市內相
鄰的沙坪壩區、南岸區、渝中區等地道路橋隧要
道都設立了武裝檢查站，嚴密排查過往車輛。

不少市民微博裡感嘆，以往出門辦事僅需半
個小時不到的車程，今天挪動了 3 個多小時才到
達。不過他們對警方的作法均表示支持與配合，
希望早日緝拿兇犯。

市內一些地區，已有市民發現警用裝甲車已

上路巡邏，威懾罪犯及便於快速支援。
午後，一位記者熟悉的警察在談及此案時說

到，這次案犯是撞到了（警察）槍口上了， 「不
出三日，定會破案。」他說。

無獨有偶，今天內地某論壇的 「重慶板塊」
上，也有網民寫道，警方此番破案，是與警方長
期摸排篩查線索是分不開的，絕非偶然。 「這一
次，爆頭哥插翅難飛，而且很快會有結果！立帖
為證，拭目以待。」其他網民稱該網民是一位警
察在此立誓破案。

據現場附近的監控視頻顯示，現場被搶劫的
除中槍死傷的一男一女外，還有一跑掉的人，似
乎他們三人是一道來銀行辦事。視頻顯示，在劫
匪開槍時，該人乘機跑掉了。但目前警方沒有證
實這一判斷正確與否。

【本報記者鄭曼玲十日電】近日，廣東省舉辦
創建 「平安廣東」專題座談會，出席活動的廣東省委
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朱明國指出，烏坎事件的發生表
明維穩形勢的嚴峻性，而有些地方之所以陷入越維越
不穩的 「怪圈」，是因為 「頂層設計」出現問題，導
致各種矛盾從萌芽狀態累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表
示，維護穩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體制改革，當中既
包括民生保障制度、司法體制、警務機制的改革，也
包括政府管理理念的轉變。

主動提 「烏坎」 經驗體會
此次在創建 「平安廣東」座談會上，朱明國主動

提及由 「烏坎事件」得出的經驗體會。他說，隨着改
革步入 「深水區」，導致現實問題與歷史問題相互疊
加，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互滲透，直接利益群體與
非直接利益群體相互影響，多數人合理訴求與少數人
不合理要求相互交織，滋生了大量影響社會平安穩定
的消極因素。 「烏坎事件能夠從一個小小的村務問題
演化為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群體性事件，就足以說明我
省維穩面臨的形勢有多麼嚴峻！」

被動維穩變主動創穩
「要注重創新維穩理念，從被動的維穩轉變為主

動的創穩。」朱明國表示，創建平安廣東，要改變以

往被動、剛性、靜態、運動式的維穩，堅持與時俱
進、革故鼎新，在轉變管理理念上做文章，從保護
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着手，着力實現 「四個轉變」
：即由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維穩向
「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主動創穩轉變；由注

重 「事後控制」的靜態維穩向注重 「源頭治理」
的動態創穩轉變；由 「管控打壓」為主的剛性維
穩向 「服務管理」為主的韌性創穩轉變；由 「揚
湯止沸」的運動式維穩向 「釜底抽薪」的制度性
創穩轉變。

重點要做好頂層設計
他還提出，創建平安廣東重點是做好頂層設計

。 「我們之所以有些地方陷入越維越不穩的 『怪圈
』，一些社會治安問題長期不能有效解決，就是因
為 『頂層設計』出現了問題，比如一些政策法規陳
舊過時甚至不合理、對權力的監督約束力度不夠、
群眾依法有序表達訴求的渠道不暢等等，進而導致
各種矛盾從萌芽狀態累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朱明國表示，維護穩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
體制改革，做好制度設計和安排。這裡面既包括民
生保障制度、社會管理制度、司法體制、警務機制
等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也包括政府管理理念的
轉變。

不搞狂風暴雨 「大躍進」
朱明國還提出，創建平安廣東是一個長期的、動

態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不能搞狂風暴雨的
「大躍進」運動，而是要多做和風細雨的基礎性工作

。要避免急功近利，防止將創建平安廣東簡單化、片
面化，空口承諾平安藍圖、畫餅充飢忽悠群眾；防止
搞大呼隆、一哄而上，將創建平安廣東淪為平安 「政
績工程」等。

【本報記者王春苗、通訊員呂武群、毛兵波舟
山十日電】今晨5時許，浙江舟山市岱山縣長涂鎮
沈家坑水庫發生潰壩。據悉，目前已造成 10 人死
亡，27人受傷。10名遇難者中，以70歲以上的老
人居多。還有2名為外來人員，年齡最小的僅12歲
。此外水庫下游部分民房倒塌，大片農田被淹。

沈家坑水庫位於岱山縣長涂鎮，集雨面積0.26
平方公里，壩行為土壩，壩高28.5米，總庫容23.8
萬平方米，屬小（二）型水庫，為非地方管理的水
庫。颱風海葵過境時帶來的強降水導致水庫水位上
漲，據了解，事發前一天有當地居民反映過大壩水
太滿可能有危險，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終於釀
成了這場悲劇。10日早晨5點左右，水庫蓄水夾雜
泥沙傾瀉而下，導致下游數間房屋被沖垮，多名群
眾被埋，其中以老年人、外來務工人員居多。

災害發生後，浙江省政府、舟山市、岱山縣領
導正在現場指導搶險，組織救治傷員，安置受災群
眾及事故調查各項工作，省水利廳也組織專家赴現
場指導搶險。公安、武警、消防、邊防、民兵預備
役、駐軍部隊等850多名搶險隊員第一時間展開搶
險救災。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省長夏寶龍、省委
副書記李強等省領導分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
組織搶險，全力搜救人員，不惜一切代價救治傷員
，並要求對全省水庫山塘等進行安全排查特別是要
對高水位水庫大壩、堤防加強巡查，確保不發生類
似事件。

全城大搜捕 交通近癱瘓

警方懸紅50萬通緝兇手
【本報訊】重慶市

公安局查明當日上午在
該市沙坪壩區持槍搶劫
殺人嫌犯周克華（見圖
），自 2004 年以來在江
蘇、湖南、重慶等地多
次作案，殺死殺傷多人
，搶劫巨額現金。重慶
公安局和中國公安部 10
日下午相繼發出發布通
緝令，分別懸紅 50 萬元
和 10 萬元公開緝捕周克
華。

公安部警方通緝令
稱：

「2012 年 8 月 10 日
上午，重慶市沙坪壩區中國銀行一儲蓄所門前發生一起持槍
搶劫殺人案。犯罪嫌疑人周克華持仿 『五四』式手槍殺死1
人、殺傷2人，搶走死者隨身財物後潛逃。

周克華（在逃編號：T5001067400002012080181），男
，漢族，1970年2月6日出生，戶籍地址：重慶市沙坪壩區
井口鎮二塘村，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膚色較黑
；長方臉，眉毛較濃，雙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顆黑痣，左耳
廓後有一顆黑痣，右上唇有一塊泛白胎記。重慶口音。身份
證號碼：510212197002066715。會駕駛汽車。

對發現線索的舉報人、協助緝捕有功單位或個人，將給
予人民幣10萬元獎勵。」

重慶警方更提醒市民，因該案犯窮兇極惡，市民若發現
其行蹤，不要驚動或自行抓捕，迅速報告公安機關，避免意
外傷亡。警方將對為公安機關抓獲或擊斃案犯提供直接線索
的市民，獎勵人民幣50萬元。

● 2004 年 4 月 22 日，重慶市某酒店的出納和會計兩位
女職員，取款後被持槍歹徒搶劫，歹徒開槍打死1人、
打傷1人後逃逸，搶走現金7萬元。警方判斷歹徒使用
的是自製手槍，犯罪嫌疑人從背後尾隨受害者，直接向
頭部開槍。
●2005年5月16日，兩名身高1.7米左右的中年男子，
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漢渝路一牛肉麵館前，向一對剛從銀
行出來的夫婦射擊並搶走皮包。槍聲驚動一過路男子，
兩人順勢向該男子射擊，造成兩死一傷。

●2009年10月14日，長沙市天心區南郊公園發生一起
槍擊殺人案，犯罪嫌疑人持自製手槍將李某殺死後潛逃。
● 2009 年 12 月 4 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芙蓉南路新
姚路口一銀行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殺人案。受害人郭某在
銀行取完款欲上車時，遭到開槍搶劫，當場死亡，其攜
帶的4.5萬元現金被搶走。
●2010年10月25日上午，在長沙市雨花區東二環一段
220號門前發生一起槍擊殺人案，一經貿公司負責人肖
某遭槍擊身亡。據警方公安部門分析，該案與 2009 年
12月4日芙蓉南路農行某支行的搶劫殺人案作案手法一
致。
● 2011 年 6 月 28 日，長沙城區南部黑梨路發生一起槍
擊案，一男子被歹徒開槍擊傷。

●2012年1月6日，江蘇南京市發生一起搶劫案，一名
男子從農業銀行取款 20 萬元之後，在銀行門口遭到歹
徒槍擊後經搶救無效死亡，犯罪嫌疑人逃竄。

（本報記者楊杰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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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湘渝系列持槍劫殺案

▲一名男性傷者正在重慶新橋醫院接受急救 中新社

▲重慶警方正在案發現場調查 中新社

◀案發現場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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