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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居民楼枪击案追踪

多警种合力剿匪，毒贩被当场击毙
枪战过程中一民警受伤，一群众伤重死亡

海珠区南田路的昆仑三街
和房面街，是一片老城区，有着
不少的骑楼和单位老公房，少见
恶性事件发生。但16日傍晚18
时许，街坊张先生回家时却发
现，昆仑三街两头的路口处，站
着两个持枪男子把守，“这里有
情况，赶快离开!”

“可能是便衣警察在抓人。”
张先生感觉事有蹊跷，就爬上自
家楼顶往楼下望，楼下突然“啪
啪啪……”传来几声枪响。响声
停下后，张先生探出头一看，昆
仑一街 18号门前，一名男子踉
跄着往后退，身上有多处血迹，

身旁几名男子赶紧扶住后送院
抢救。

“救人的有一个是叫我离开
的便衣警察，看上去应该是警察
中枪了。”张先生说，送走伤员
后，其余的便衣警察端着枪守在
门外，暂时没有往楼外进攻。

隔着一条街的街坊邹先生
也下楼看情况，他看到一名便衣
警察朝事发楼道内放了几枪后，
立即退到一处拐角位置隐蔽，并
对着邹先生大喊:“别过来，没看
到我衣服上的血吗?对方可是有
枪!”邹先生听完连忙躲进一家
士多店。

街坊透露，涉事楼房是某个
单位的员工宿舍，总高 3层，匪
徒躲藏的房间是2楼的201室。

“第一次开枪后，过了很久
都没有动静。”街坊彭姨说，伤者
左手腕处流血，“应该是被打了
一枪，他们大喊着叫我们让开”。

而据街坊曾先生描述，第一
轮驳火枪声很密集，但后来除了
零星几声枪响外，双方就处于了

对峙状态。直到18时 30分许，
201室突然出现火光，几分钟后
又发出“砰”的一声爆燃闷响。
“街坊都跑开，吓了一跳。”曾先
生说，后来有大批警方赶到现
场，有特警、消防和救护人员。

曾先生拍摄的视频显示，19
时 26分，一名着白衣的男子被
人扶着送往医院抢救。据悉，这
名男子并非警务人员。

16日晚 20时许，记者赶到
现场时，警方已将周边路段封
锁。

事发的出租屋 201室正燃
着大火，由于地形狭窄，消防员
只能出动两支水枪喷水灭火。一
批全副武装的特警，在事发大楼
的楼顶、隔壁楼宇进行搜查，另
有特警狙击手在现场对面大楼
天台待命。

21时许，屋内明火被扑灭，
但消防员仍在喷水降温。22时
许，广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谢晓丹赶到现场指挥。十多分
钟后，一支由 10名特警组成的
突击队在出租屋外做好战术准
备后，进入出租屋，其中首位警
员持盾牌，随后警员分别手持微
型冲锋枪和手枪。约 5分钟后，
特警突击队撤出。

22时 40分，消防员确认火
势全部熄灭停止喷水后，特警突
击队再次集结进入出租屋。记者
看到，特警在楼内分批搜查，部
分特警攀上楼顶对着一些瓦棚
做翻查。

17日零时 57分许，事发出
租屋，靠近 3楼天台的楼道内
出现强光后，并传出六七声枪
响。在短时的寂静约半分钟后，
同一个地方又传出三声枪响。

随后，警方封锁范围内传出掌
声。

不久，参与搜捕的特警收队
离开出租屋，但还暂未见到受伤
匪徒或尸体被抬出。

据广州警方通报：9月 16
日18时17分，荔湾区公安分局
民警根据事先掌握的线索，到海
珠区南田路昆仑一街某住宅对
一制毒窝点开展抓捕。行动中，
犯罪嫌疑人突然持枪猛烈向民
警射击，民警立即开枪还击，随
后犯罪嫌疑人退回屋内并点燃
物品与民警对峙。其间，有一名
民警和一名群众受伤，随后被送
往医院救治。至 21时许，经医院
全力救治，受伤群众因伤重不治
身亡；受伤民警仍在抢救中。

事发后，广州警方高度重
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谢晓
丹等领导迅速赶到现场指挥，要
求全力开展案件处置及伤员抢
救工作，并立即组织治安、刑警、
特警、禁毒、消防、交警等警种到
场处置，疏散周边群众。次日零
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特警采
取强攻措施破门入屋，犯罪嫌疑
人黄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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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被警
方当场击毙。

目前，广州警方正对案件作
进一步调查。 据新快报

夫妻有前科：曾合谋劫杀初中同学未果

备受关注的黑龙江“孕妇为夫猎
艳杀人”案9月17日在佳木斯市二审开
庭，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黑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并将择期公开宣判。

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
查明，被告人谭蓓蓓与白云江恋爱期
间曾与多名男子有两性关系。在白云
江的质问下谭蓓蓓承认确有此事，二
人感情出现裂痕。谭蓓蓓出于愧疚心
理，产生给白云江往家骗小女孩实施
奸淫，寻求心理平衡之念。

2013年7月24日，被告人谭蓓蓓
外出寻找作案目标，谎称肚子痛需要
帮助，将被害人胡某某（"#

周岁）骗至
家中，和被告人白云江用兑入含安定
成分药物的“酸奶”将胡某某迷晕。白
云江欲对胡实施奸淫，见她正值生理
期，加之其自身原因，奸淫行为未能得
逞。二被告人因惧怕罪行败露，将胡某
某杀害，并将尸体装入行李箱埋于桦
南县郊外。

7月28日，警方将二人抓获。谭蓓
蓓因怀孕被警方监视居住。

一审审理查明，夫妇俩恶行不止
于上述案情，两人还曾意欲合谋劫杀
初中同学。2013年5月中旬，白云江、谭
蓓蓓在桦南县早市遇见白的初中同学
康某某，当时康某某佩戴有黄金项链、
黄金手链、铂金戒指和白金钻戒。

7月中旬，白云江、谭蓓蓓共同预
谋将康某某骗到家中抢劫并杀害。为
此，白云江、谭蓓蓓购买了手机卡、两
个编织袋和一卷黄色胶带，并将药片
碾碎后注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中，然
后约康某某及其女友董某某到其家吃
饭。7月19日16时许，康某某、董某某应
约来到白云江家。席间，白云江追问康
某某、董某某的经济状况，引起康某某
反感，仅喝少量正常啤酒康、董二人便
离开。事后，白云江、谭蓓蓓仍分别给
康某某、董某某打电话、发短信，单独
约二人去其家，准备继续实施抢劫犯
罪行为，但康、董二人均未前往。

两人均罪行严重，为何一审被判
一死刑一无期？佳木斯市中级法院有
关人员解释说，根据刑法规定，审判的
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怀孕妇女体内孕育
着新生命，不能因其母亲犯罪而剥夺
其出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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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才是弱者

9月16日傍晚18时许，广州荔湾警方在海珠区
南田路缉捕毒贩时，遭遇开枪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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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名民警受伤，一名群众伤重死亡。毒
贩一度躲进南田路一处住房2楼，点火焚屋与警方
对峙。截至17日1时，大火被扑灭，一名犯罪嫌疑人
被当场击毙。事件仍在处置中。

匪徒开火，民警中枪受伤

穷凶极恶，匪徒纵火焚屋

全副武装，特警上楼搜查

夜半更深，枪声再次骤起

警方通报，多警种合力剿匪

一名披头散发、只裹着白色浴巾的年轻女孩，凌晨在一名男
孩的搀扶下，到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坡子街派出所做笔录，哭
诉遭人下药“性侵”。时任慈利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曾祥
昕被指为涉事男主角。9月16日上午，涉嫌强奸罪的曾祥昕站在了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法庭上，他辩称：大家都是成年
人，凌晨她和一个男人在酒店房间里，她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

16日上午9点，身材微胖的曾祥昕
被法警带入法庭，他今年50岁，此前是
慈利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因
为不公开开庭审理，他的亲友在法院
大厅等候。

庭审开始，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
书，指控曾祥昕违背妇女意志，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
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据公安机关提
取避孕套物证，经DNA鉴定，可以认定
曾祥昕与被害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

在法庭举证环节，公诉人拿出证

人证言，证实事发过程中，被害人报警
陈述自己不愿意，凌晨时分服务员、保
安证实房间内有女人哭声。

从法医鉴定看出，被害人左手臂、背
部有指甲划痕，证明她不是自愿。同时，
出警民警证实看到被害人连衣裙被撕
破，可以认定曾祥昕实施了暴力行为。

庭审中，曾的辩护人提出曾祥昕与
被害人之间关系暧昧。但公诉人认为，
这不能成为其否认实施强奸的理由。因
此，认定被告人曾祥昕的行为构成强奸
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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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曾祥昕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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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与曾祥昕三年前

通过朋友介绍相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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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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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醉的小刘出现

在长沙市维也纳酒店楼道监控视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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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一名青年男子搀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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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门口
!

身着白衬衣的曾祥昕从房内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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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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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接到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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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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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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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发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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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裙子的衣袖已被撕

扯成布条状掉在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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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黑色高

跟鞋床头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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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尾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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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厕

所中发现一只用过的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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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曾祥昕辩
称自己才是弱者。

“她是成年人，凌晨和一个男人在
酒店房间里，她应该知道会发生什
么。”曾祥昕说。

“我不存在要扯坏裙子。”曾祥昕辩
称，他觉得案件存在很多疑点，“首先避
孕套检测要重新进行；其次，避孕套到

底放在什么位置存在疑问，我记得是放
在卫生间的橱柜里，但最后居然在地上
被发现，这么重要的证据被移动了，说
明案发现场一定是被破坏过。我作为一
个领导干部，确实是不能做这种事情，
但同时我也是弱者。”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择日宣
判。

新闻回顾

泡吧“被下药”
女子称遭性侵

公诉人 列物证人证，指证强奸

被告人 “都是成年人，我才是弱者”

黑龙江“孕妇为夫猎艳杀人”二审

局长涉下药强奸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