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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江泽明 文宏君 记者

罗敏）

7月29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 移民工作局党委书记梁福

林，成勘院地质总工程师崔长武等一行7

人到达凉山雷波县岩脚乡会商灾情处

理。从7月30日早晨起，三峡集团公司在

凉山工作组和雷波县委、 县政府的配合

下， 组织开展沿金沙江溪洛渡库区地质

灾害隐患点排查， 并根据排查结果及时

制定治理规划， 对该治理的隐患立即治

理，该撤离的群众立即安全撤离。同时，

为解决云南、 四川两省数万库区群众出

行问题，将由三峡集团公司出资，雷波县

负责租赁或购置手续合法的客渡船，确

保库区群众出行安全。

尽管搜救人员奋力搜救，但因江水较

深、波涛汹涌，搜救范围从滑坡点到下游

库区的金沙江江段长约10余公里、打捞难

度大等原因，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止，仍

未搜救到失踪人员。

2011年4月， 重庆中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在重庆市招聘财务人员，一个名叫肖励锐的湖

北人凭借会计证、大学毕业证应聘成功，被公

司派到位于仪陇县日兴镇的巴南高速D5合同

段项目部任出纳员。

与该公司合作承包工程的攀枝花公路桥梁

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尚仓昨日说，这个33岁

的小伙瘦小个，斯斯文文的，很老实的样子。“他

喜欢借钱给别人，经常问别人‘你缺钱不？我家

有钱，借给你钱。’”白尚仓回忆，小伙还经常抢

着打扫卫生，出手阔绰。他说他是“富二代”，不

图挣钱，当出纳员是为了体验生活、锻炼能力。

肖励锐不抽烟、不打牌，性格温和，与项目

部所有人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项目部每月

支付3000~4000元工资给他。

2011年9月5日， 项目部负责人临时要到成

都，将账务密码器交由肖励锐掌管。凑巧，财务

主管也要到成都，临时将财务公章放在抽屉里。

潜伏5个月 “富二代”卷走704万

自称家庭富有的犯罪嫌疑人曾在工程项目部当出纳，目前已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起诉

凭借假身份证、假会计证，

33岁的湖北人詹恩贵化名肖励

锐， 在重庆顺利应聘到一家路

桥公司， 并被派往位于仪陇县

的巴（中）南（部）高速D5合

同段项目部担任出纳。2011年9

月5日， 肖励锐突然离去。5天

后，项目部发现账上的704万现

金不见了……

从查找真实身份到追击行

踪，巴州警方远赴10多个省市，

历时1年零3个月， 终于在青岛

将肖励锐抓获，追回赃款400余

万元。昨日，巴州区公安分局举

行赃款返回仪式， 并向媒体通

报这起离奇的职务侵占案。

保安全 溪洛渡库区将开客渡船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江龙）

昨日下

午，来自开江县的5岁半小朋友小文杰躺在

病床上哭闹着，他肿胀的小手敷着药，胸部

也有些微肿。几天前，小文杰和小伙伴玩耍

时，误将蛇蛋当鸡蛋，被窝里的毒蛇咬伤。

小文杰的父亲申邦浪介绍，7月24日下

午6点过，儿子的手被咬伤，很快开始肿胀，

马上送到开江县的医院。但医院没有抗蛇

毒血清，当晚，家人将孩子送到了达州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介绍，家属不知道

小孩是被什么毒蛇咬了， 根据以往病例，

给孩子注射了针对蝮蛇的抗蛇毒血清。

在手术中，医生发现蛇毒有可能伤及

到肌肉组织， 孩子的手可能留下残疾。目

前，小文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可能转

院到成都继续治疗。

误把蛇蛋当鸡蛋 5岁童被毒蛇咬伤

詹恩贵落网后， 交代了冒用肖励锐的

身份任出纳、利用职务便利将704万元现金

转到自己私设的账户上， 并全部提现后逃

跑的犯罪事实，但拒不交代赃款的去向。

在检查詹恩贵的随身物品时， 一张物

业公司收据引起民警的注意， 顺利找到詹

恩贵在青岛的租住点， 并搜到赃款183500

元、银行卡、电脑等物品。“他有30多个假身

份证，头像都不一样，一台加密手提电脑随

身携带。”民警蔡军说，将其电脑解密后，得

知詹恩贵将一些作案细节记录在电脑上。

詹恩贵被关押到巴中看守所后，警方

追回其冒用他人身份在渣打银行、东亚银

行的400万元存款，其余现金已被其挥霍。

“詹恩贵自称是北大学生，交往的女朋

友有财务人员和大学生。”蔡军说，向其女朋

友求证时，对方惊讶地问“是不是弄错了？”

“詹恩贵事先办理30多个假身份证，然

后‘潜伏’在项目部5个月，暗中办理10个私

人账户。”民警周永明说，詹恩贵见时机成

熟，遂伪造项目部资金使用审批表，私自将

项目部工程款转入私人账户。目前，詹恩贵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起诉。

（聂子翔 孟锋）

今年1月10日，距离案发已有1年零3个

月。湖南警方根据网上通缉令发现，长沙市

有一名叫罗竟武的人员在办理二代身份证

时，头像与詹恩贵相似。巴州警方当天就前

往湖南驻深圳办事处， 得知罗竟武办证留

下的联系地址在广州， 联系电话却是一个

江西的号，但该号码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当民警连夜赶往广州对罗竟武留下的

联系地址进行布控时， 他第二天又换用另

一部电话联系办证处， 要求将身份证的投

递地址改签到山东青岛市， 然后就将电话

关机了。1月25日， 民警在青岛市人民医院

门口“埋伏”的第3天，终于发现了詹恩贵，

并将其抓获。

警方梳理案情发现， 肖励锐在案发前的1

个月，曾经有一天上午在成都，中午却出现在

长沙，晚上又出现在成都，唯一可能使用的交

通工具只有飞机。

“我们调取当天成都所有飞往长沙航班的

登机人员信息， 对1200多人逐一反复比对，最

终发现一名乘客的鼻子与肖励锐极为相似。经

提取该人员当天乘坐飞机所使用的身份证发

现，这个人叫詹恩贵，生于1980年6月16日，湖北

省黄冈市蕲春县檀林镇詹山村六组人。” 专案

组成员立即提取了詹恩贵的头像让巴南高速

D5合同段的负责人进行辨认，确定詹恩贵与肖

励锐是同一人。

警方到詹恩贵的老家，了解到他的真实生

活。他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众

多，从小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很早便进入社会。

2005年，他因犯盗窃罪在上海贝尔判刑6年半，

2011年3月出狱。

“他从9月5日开始就没上班，打电话说在

外办事。”白尚仓说，直到9月10日项目部给民

工发工资时才发现， 账目上的704万元现金已

被肖励锐在9月5日从巴中某银行转到10个私

人账户上，然后在同一天以现金方式提走。

巴州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蔡军

说，他从银行调取了2011年9月5日当天的全部

监控录像，发现转账与取款的确是肖励锐。

从公安网上调出肖励锐的身份信息，经项

目部负责人辨认后，发现网上所显示的头像与

出纳肖励锐的头像并不一致。

调查巴中所有宾馆的入住记录，巴州警方

锁定肖励锐案发当天租用川R牌照的汽车，将

装有704万元现金的3个铝皮箱运往重庆。

“肖励锐的所有身份信息全是假的，我们

只能逐一摸排出他的行踪。” 办案民警周永明

说，通过调取重庆市的天网监控资料，最终找

到肖励锐在重庆租住的房子及他的同居女友。

在其出租屋内，警方发现肖励锐将一个运送现

金的铝皮箱遗弃在出租屋内。

“房东及肖励锐的女友都只知道肖励锐叫

王晓磊，北京人。而且他的同居女友反映，肖励

锐自称是富二代，出来是为了体验生活，随身有

几个电话，在一起都说普通话，从没听过讲家乡

话，做事谨慎细心。”办案民警蔡军说，肖励锐在

案发后的第3天就收拾好出租屋的东西消失了。

“我们分析，肖励锐逃跑时将704万元现金

装进2个铝皮箱。 带这么多现金， 他一定会租

车。”民警蔡军说，警方走访了重庆市50多家租

车行，最终锁定了肖励锐租车逃离重庆到达贵

州的重要线索。警方到贵州后，发现肖励锐换

乘另一辆车逃到了江西。

项目部来了个“富二代”

“你缺钱不？我家有钱”

出纳神秘消失

704万现金装进3个铝皮箱

找到真实身份

比对1200多人 认出他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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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遂宁中院 实习记者 孙

兆云）

日前，遂宁中院对在本地有较大社

会影响的抢劫杀害两“野的”司机案一审

宣判，判决被告人蒋林犯抢劫罪，判处死

刑；被告人蒋建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五年。

2012年5月29日， 被告人蒋林因无钱

伙同他人抢劫杀害“野的”司机林士元，

并抛尸河中。2012年6月4日， 蒋林意图再

抢车拉客挣钱， 以帮打架有报酬为借口，

骗蒋建强共同作案，抢劫杀害“野的”司

机余权，在开车抛尸过程中发生碰撞致车

胎损坏，后弃车潜逃。法院认定，蒋林系主

犯， 抢劫财物数额巨大并造成两人死亡，

又系累犯，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从严

惩处。（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劫杀“野的”司机 1人获死刑1人被判15年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

道）

7月25日上午，中江县冯店镇村民刘谋

光驾驶摩托车，搭载爱人吕慧英到城区办

事，与一辆客车相撞，夫妻双双受伤。满脸

鲜血的刘谋光倒在地上，头上突然多了一

把蓝色的雨伞（左图）。

“好有爱！”90后女城管黎姝睿顶着烈

日为伤者撑伞，感动了众多网友。昨日，躺在

病床上的刘谋光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想找到

那个替他打伞的姑娘，跟她说声“谢谢”。

昨日， 记者在中江采访了黎姝睿。她

说，“当时男性伤者正在流血， 天气也非

常炎热，看得出他很难受。”黎姝睿赶紧

把自己的雨伞找来，给伤者撑起，一边遮

挡太阳一边安抚伤者，“我们已经打了

120，救护车马上就到，再坚持一下。”15

分钟后，120救护车和交警赶到现场，黎姝

睿一行3名城管队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

抬上车，随后离开。

记者了解到，黎姝睿是中江人，曾在

浙江一家鞋厂打工，今年5月当上城管。

90后女城管 为伤者撑伞

成都商报讯（记者 邓成满）

昨晨7时，

南充街头出现感人一幕：出租车与摩托车

追尾，摩托车驾驶员被卷入车下。危急关

头， 过路行人和附近保安上前营救。10名

壮汉合力抬走出租车。120急救医生介绍：

众人的义举避免了伤者伤情加重。

事发地在南充供电公司附近， 保安杨

定未当时正准备交班，现场目睹了车祸。伤

员整个身子被卷进出租车底部， 头手脚都

看不见。“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先把车抬走，

救人要紧。”两个人哪能抬得动？但就在这

时，已经围上来一圈人，大家七手八脚把车

抓住，有人大喊预备———起！直接把车抬出

去两米多远（上图）。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壮汉豪情 抬车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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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赃款昨日返还詹恩贵自称体验生活的富二代

这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