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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5日，5名犯罪嫌疑人持
枪闯进郑州一银行，打伤保安和银行职
员并抢走208万现金后潜逃，震惊全国。
今年10月，郑州警方在驻马店将5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昨日上午，郑州市公
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2·5”特大
持枪抢劫银行案成功告破。

16年，当年的办案民警已从青年熬
成了中年。这16年中，嫌疑人利用抢劫得
来的罪恶第一桶金，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商贸、休闲农庄等，资产过亿，成了富贵
显赫的企业家。可是，不管经历如何光
彩，都抹不去心里的阴暗……

1999年12月5日傍晚，郑州市航海
东路530号郑州城市合作银行中药城批
发市场储蓄所内，营业员正在捆扎营业
款。两名男子闯了进来，同时掏出手枪对
准保安员全伟东的头部，威胁说：“不许
动！”他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两名持枪
男子就朝他的头部开枪……

在抢劫过程中，两名歹徒将捆扎装
包后的营业款，装入预先准备好的编织

袋内。5名男子将营业室内两个大包一个
小包的钱袋子抢劫得手后，仓皇出逃，整
个过程也就是4分钟左右。

案发后，狡猾的 5 名劫匪像人间蒸
发一样，无踪可寻。老侦查员巴西振说，
当年“12·5”专案各种取证调查材料卷宗
可以足足堆满一个屋子，每一摞都一人
多高，凝聚了太多侦查员的心血。

今年 10 月 18 日，经过多月奋战，专
案组结合科学的人体个体特征数据和情
报研判、合成作战、传统侦查等手段，最
终锁定主犯石某群等3名嫌疑人。

10 月 21 日下午，3 名犯罪嫌犯人石
某群、余某收、李某利，以及他们供述的
同伙陈某成全部落网。而最后一名嫌疑
人石某群的弟弟石某春，于24日在驻马
店市被抓获。至此，时隔16年，“12·5”特
大抢劫案的5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银行劫匪成亿万富翁
案发16年 终究落网

美方表态言犹在耳
反复无常令人诧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北京出席中
日韩研讨会期间，有境外媒体问及美军将派
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 12 海里一事。王
毅应询表示，关于此事，我们正在核实当中，
如果属实，我们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
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

昨日晚些时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
军就美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
水域发表谈话。

危及安全
兰州舰和台州舰依法予以警告

杨宇军说，10月27日，美方不顾中国政
府多次交涉和坚决反对，派“拉森”号导弹驱
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
美方有关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及岛
礁人员及设施安全，危及我渔民正常生产作
业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
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
逻舰依法予以警告。

杨宇军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主权，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
据。中方在驻守多年的南沙部分岛礁进行相
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主要是为各类民事需求
服务，为各国的共同利益服务。美方派军舰
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进行挑衅，对中
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岛礁设施和驻守人员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

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昨日对外发布消
息称，27日上午，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
进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我海军
舰艇和航空兵依法对美舰进行了必要的、合
法的、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

梁阳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
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军将坚决履行职
责使命，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
益，坚定不移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梁阳表示，中国海军将继续严密监视有
关海空情况，防止发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

国防部：美军舰放着宽阔的国际航
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中方驻守岛礁
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对国际法上“航
行自由”的一种滥用。

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
南海本无事
美国来搞事
中国人不怕事

美军将派遣军舰进入中国
南海岛礁12海里，国际舆论哗
然。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南海炫耀
武力、兴风作浪，成为西太平洋
的麻烦制造者，让国际社会侧
目，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

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搞事。
南海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是
中国和相关各方努力的结果。
美国派军舰“巡航”无疑是搅
局，让平静、和平的南海变得波
涛汹涌。

众所周知，中美双方在不
同层级上就南海问题保持着沟
通，美方对中方的原则立场是
清楚的。作为太平洋上最重要
的两个国家，维护和平之海，中
美双方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
不仅能够造福两国人民，也将
有力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上月中美两国
领导人就南海问题达成了“保
持建设性沟通”的共识。奥巴马
总统当时表示，相信双方有能
力管控分歧，同意在南海等问
题上开展良性互动，表明两国
完全有能力通过对话协商，把
分歧点转化为合作点。

美方表态言犹在耳，眼下
却派军舰近距离“巡航”我南海
岛礁周边海域，其反复无常的
做派令人诧异。这种挑衅性举

动是对南海和地区和平稳定的
不负责任，有悖于国际大义和
自身承诺。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
方为堂而皇之在南海展开行动
打出的旗号，但其本身是个伪命
题。众所周知，南沙群岛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对此有
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总体是
稳定的。南海是中国对外经济往
来的重要通道。中国比任何国家
都需要南海和平、安全、稳定。当
前，中国正积极努力同东盟国家
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的框架下，积极推进“南海
行为准则”的磋商。

中国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
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
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不
应过度解读。中方岛礁建设主
要是为了改善岛上人员工作生
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
产品服务，也有助于进一步维
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

有人想搞事，中国人不怕
事。习近平主席最近在接受路
透社采访时强调，南海诸岛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老
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
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
民都不会答应。

外交部：美方军舰有关行为威胁中
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
设施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
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情况和海空意外事件。在此，我们敦促美方
加强对本国过往船只和航空器活动的管理，
防止引发不测事件。

不负责任
意图制造南海地区军事化

杨宇军指出，多年来，美方在公开场合
多次提议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方舰机航行
安全。然而美方在行动上却不顾中方一再反
对，派军舰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导
致双方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对双方人员的
安全都构成直接威胁，极易引发意外事件，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杨宇军强调，南海海域有着宽阔的国际
航道，每日有大量的世界各国商船过往南
海，航行自由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美军舰放
着宽阔的国际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中方
驻守岛礁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对国际法上

“航行自由”的一种滥用。当前，中国和南海
周边国家正在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
各国均表达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
极意愿。在此形势下，美方作为域外国家派
军舰进入南海挑衅中国国家安全，严重破坏
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意图制造南海地区军
事化的胁迫行动。

杨宇军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军关系保
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就海空相遇安全行为
准则中“空中相遇”附件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
报机制中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达成一致并
正式签署，在风险管控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然而，
此次美方军舰的挑衅行为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与
中美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两军关系的努力
背道而驰。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国
家主权和安全关切，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高度出发，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采取切实措施纠正
错误做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杨宇军表示，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的意志坚定不移。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安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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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通报5起落实“两个责
任”不力被追责典型案件
商务部官员
放任下属赌博被免职

中纪委日前对近期部分中央单
位查处的5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
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
5起案件暴露出有的党组织管党治
党不严、责任缺失、组织涣散、纪律
松弛；有的领导干部落实“两个责
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对
党风廉政建设不敢抓、不真抓；有的
党员干部党性不强，纪律意识淡薄，
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缺少敬畏，甚至
对中央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置若罔
闻、我行我素。

这5起典型案件是：
——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原副主任文仲亮因下属及家属赌博
等问题受到责任追究。文仲亮任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上海博览
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对外贸易中
心控股企业）领导职务以来，中国对
外贸易中心派至该公司的部分中层
干部、文仲亮妻子及公司服务供应
商等多次聚众赌博，文仲亮明知此
情况却一再放任、纵容。此外，文仲
亮还对下属嫖娼问题隐瞒不报，编
造理由欺骗组织，严重违反党的组
织纪律。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
题，文仲亮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被免去相关职务。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主任李宗明因下属公款旅游问
题受到责任追究。核与辐射安全中
心财务与审计处处长付建军两次组
织8名工作人员（含付建军本人）公
款赴海南三亚、泰国普吉岛旅游，共
花费19万余元。付建军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李宗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
社长刘建林因纠正办公用房面积超
标问题不力等受到责任追究。上海
分社个别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
标被查处，并被责令限期改正。刘建
林未及时组织有效整改，后发现其
本人和其他班子成员均存在办公用
房超标问题。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等问题，刘建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并被免去分社社长职务。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
东部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再生
等人因下属部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
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受到责
任追究。南海东部管理局所属生产
部等多个部门和单位违反财经纪律
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以会议费
为名报销吃喝费用、违规在度假村
和五星级酒店开会，相关直接违纪
人员受到处理。因落实主体责任不
力，刘再生和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杜玉杰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
该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广生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
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因单
位多次发生公款旅游等问题受到责
任追究。上海期货交易所多个因公
出国团组发生公款旅游、消费等问
题；上海期货交易所违反规定，花费
100余万元举办了春节联欢暨先进
表彰会。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
题，杨迈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
免去相关职务。 据新华社

外交部：
已收到菲方
关于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的邀请函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表示，
中方已收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关于
今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的邀请函，相信习近平
主席将对邀请予以积极考虑。
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亚
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将于 11 月中旬在菲律宾马
尼拉举行。目前会期临近，请问习近
平主席是否将出席会议？

陆慷说，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
地区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贸论
坛。中国是去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
主，在北京成功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
得一系列历史性成果，为推进亚太
经合组织合作作出突出贡献。

他说，中国重视并一贯支持亚
太经合组织合作，包括今年亚太经
合组织会议筹备工作，希望今年亚
太经合组织会议坚持聚焦经贸合作
的原则，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作出
新贡献。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将对阿基
诺总统的邀请予以积极考虑。”陆慷
说。 据新华社

特写
百余万赃款竟成“第一桶金”

几名劫匪都是农家子弟。据嫌疑
人供述，他们作案后去了云南躲避风
声。半个月后，再次返回驻马店开始
分赃。李某利等人分到15万元、20万
元不等，有百余万赃款都归石某群，
这也成了他华丽转身的“第一桶金”。

头号嫌犯石某群利用赃款，购置
土地搞起开发，经过10多年经营，摇
身变成拥有房地产开发、商贸、休闲农
庄等多处产业、资产过亿的企业家。

光鲜的背后，他时常做一些慈善
活动进行赎罪，而亲朋好友并不知
晓，只有他知道这一切都源自于那
双罪恶的黑手。等待他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据央广、郑州晚报

中方召见
美驻华大使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27日召见美
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美军舰进入中国
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提出严正
交涉和强烈抗议。

张业遂说，美方不顾中方近来多次
严正交涉和再三劝阻，派“拉森”号军舰
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
海域，此举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及
礁上人员和设施安全，是对中方的严重
挑衅。中方对美方上述行径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张业遂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最
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沙群岛，并最
早、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中
国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国际法在南
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
任何国家以此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
全。南海地区迄未发生过任何妨碍航行
和飞越自由的事情，今后南海航行和飞
越自由也不会出现问题。美方以维护航
行和飞越自由为名，行炫耀武力之实，
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不仅威胁各国依法
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利，也损害南海和

平稳定，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业遂表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自

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
益。对于任何国家的蓄意挑衅，中方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应对。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
严正立场，珍惜当前南海地区总体和平
稳定的局面，珍惜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
积极发展势头，停止采取任何威胁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恪守在领土主
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切实维护
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昨日表言人陆慷昨日表
示示，，中方在自己中方在自己
的领土上开展建的领土上开展建
设设，，是主权范围是主权范围
内的事内的事，，不针对不针对、、
不影响任何国不影响任何国
家家，，不会对各国不会对各国
依国际法在南海依国际法在南海
享有的航行和飞享有的航行和飞
越自由造成任何越自由造成任何
影响影响。。

陆慷说陆慷说，，中中
方一向尊重和方一向尊重和
维护各国依国维护各国依国
际法在南海享际法在南海享
有的航行和飞有的航行和飞
越自由越自由，，但坚决但坚决
反对任何国家反对任何国家
以航行和飞越以航行和飞越
自由为名自由为名，，损害损害
中国主权和安中国主权和安
全利益全利益。。对于任对于任
何国家的蓄意何国家的蓄意
挑衅挑衅，，中方都会中方都会
坚决予以应对坚决予以应对。。
我们将继续严我们将继续严
密监视有关海密监视有关海
空情况空情况，，并根据并根据
需要采取一切需要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必要措施。。

今年10月，郑州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昨日，兰州舰和台
州舰依法对美军舰
予以警告。图为兰
州舰资料图片，新
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