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目击证人
2013年 10月 18日 14时许，在盐龙大道竹篱晒网隧道路段发生一

起轻型仓栅式货车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集装箱板挂车相
碰撞的交通事故，为了解案情，特请曾目击事故经过或知道相关情况
的群众及时向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提供线索，所有资料我们将为你
严格保密。

联系单位：龙岗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联系人：曾警官、刘警官
联系电话：84816777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龙岗大队事故中队
2013年10月22日

认尸启事
2013年 10月 13日 05时 39分许，在龙岗大道由西往东途径布吉

街道木棉湾地铁站路段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一人送院后
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为一老年人，姓名：廖国兴，汉族，户籍地址：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土产弄 5号。

请死者家属看到本启事后速来我大队办理有关事宜，望知其身份
者速与本大队联系。自本启事登报之日起 30日内认领尸体。

联系单位：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
联系人：钟基卫、陈陵
联系电话：28915555 84457050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龙岗大队事故中队
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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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路： 报料热线：

【深圳商报讯】（记者 黄希平 实习记
者 王文燕）记者昨日从业内人士处了解
到，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3月曾
发文要求全面排查既有玻璃幕墙，而上海
市已出台详细管理办法，并设定玻璃幕墙
专项维修资金。市民希望深圳效仿上海做
法，按国家要求对全市既有玻璃幕墙进行
安全排查。

南山区缤纷假日豪园C栋 11楼D号
房间落地玻璃破裂、两年轻男子不幸坠亡
一事发生后，死者家属质疑是开发商采用
的落地玻璃不达标、且无防护设施引发此
次悲剧，但开发商深圳市东华实业有限公
司称，房子是严格按照政府部门相关标准
建的，且交付前已经通过验收。

据深圳市东华实业有限公司官网显
示，缤纷假日豪园楼盘竣工时间是“2001
年 10月”，而早在 1996年 12月 30日起，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批准为“强制性
行业标准”的《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就
开始实施，里面明确提到当楼面外缘无实
体窗下墙时“应设置防撞栏杆”。

据缤纷假日豪园小区业主反映称，当
年他们在看房、买房的时候，该楼盘房间
的落地玻璃都没有安装防护措施，从一开
始就没有执行国家当时的强制性行业标
准。就南山缤纷假日豪园落地玻璃破裂一
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已要求南山区住

建局进行调查。
据死者家属介绍，出事房间的落地式

玻璃宽 1.8米、高 2米，遗留在现场的玻璃
碎片厚度不足 0.5厘米，怀疑是不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的钢化玻璃。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理事、深圳市富

诚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蔡贤慈
接受采访时介绍，全钢化玻璃比普通玻璃
强度高，但会自爆，钢化玻璃大约有千分
之三自爆率，近年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钢化
玻璃自爆、致人受伤案例。要想排除安全
隐患，可在落地玻璃内或外安装防撞防护

栏，或将钢化玻璃拆换成夹层玻璃。
所谓夹层玻璃，就是中间用强力胶

将两块玻璃粘在一起，就算玻璃受到冲
击破碎或自爆，玻璃碎片也会被强力胶
膜粘住，不会飞溅或往下掉，不会形成
窟窿，避免发生人员伤亡、财物损失等
情况。

蔡贤慈说，每平方米夹层玻璃，只
比钢化玻璃贵 180至 250元钱，如果面
积 100平方米的房子，顶多只会用到 30
平方米的玻璃，“可惜有些开发商偷工减
料，既舍不得安装夹层玻璃，又不愿安装
防护栏。”

2012年 7月 5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将《关于组织开展全市既有玻璃幕墙安
全排查工作的通知》，下发到各区住房和
建设局、各玻璃幕墙建筑产权人、各物业
服务企业和各有关单位，并明确要求产权
人自查和建立安全维护档案的时间是
“2012年7月5日至7月16日”。

深圳各区住房和建设局、各玻璃幕墙
建筑产权人、各物业服务企业和各有关
单位，有无按市住建局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对既有玻璃幕墙的排查、整改和
建档工作？记者昨日下午给市住建局发
函咨询了上述问题，同时市民也很关心
此次对我市既有玻璃幕墙的安全排查和
整改结果。

市民希望排查玻璃幕墙

【深圳商报讯】（实习记者 王文燕
记者 张亦萌）近日，宝安区沙井街道一
名男子怀疑妻子遭他人强奸，竟将该男
子捆绑断其“命根”。经医生抢救，该男子
已脱离生命危险，行凶男子被警方带走。

10月19日晚7时，沙井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一男子在出租屋内遭人割断生殖器，被
害人胡某（男、35岁、广东高州人）生命垂危，
被送往医院抢救。犯罪嫌疑人吴某（男、34岁、
广东高州人）半小时后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据了解，吴某今年 9月来深后，其妻
黄某（26岁、广东信宜人）向其“交代”了
一件事，让吴某怒不可遏。原来黄某承认
吴某的老乡胡某曾于 2012年中旬对其
强奸。10月 19日下午 6时，胡某到吴某
家，提起妻子被强奸一事，胡某态度令吴
某不满，吴某遂用绳子将胡某手脚捆绑，
然后拿出菜刀，将胡某生殖器割断。

记者从宝安警方了解到，目前吴某
已被拘留，至于胡某是否涉嫌强奸黄某，
警方无法对其进行认定。胡某目前已经
脱离生命危险。

（请报料人领取报料奖100元）

疑妻子遭强奸
丈夫断人命根

追踪报道《客厅玻璃墙破裂两小伙坠楼身亡》

【深圳商报讯】（记者 赵根云 通讯
员 谢金）今年 48岁、仅有初中文化程度
的李某茂，在宝安机场冒充香港某医院院
长，带旅客到香港途中，与 3名团伙设连
环骗局，一包仅值一二元的中药，被说成
是抗癌药千元出售。今年以来，此类案件
在宝安辖区发生 10来宗，其中吉林一房
地产老板一次被骗 46万余元。日前，宝安
警方将李某茂为首的犯罪团伙摧毁，4名
嫌疑人落网。

林先生是吉林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
今年9月13日，他乘机抵达深圳准备过香
港，他在机场柜台询问如何坐车去香港
时，一名男子搭讪说，他有一辆香港牌照
的车可直接到香港。林先生图方便，于是
坐上对方小车，不料车刚开出一段后，该
男子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对林先生说，因
老婆要生孩子，只能到深圳某医院。于是，
林先生被丢在路边。

人生地不熟的林先生只好在原地等
的士，此时，林先生身边走过一名男子，边
走边讲电话，很大声地说他要去香港，叫司

机开车过来送他。男子挂电话后，看林先生
站在旁边便问是不是要去香港，林先生点
头后，男子很热情地向林先生介绍说他是
香港某医院的吴院长，一会他的司机会来
接他回香港，并问林先生是否愿意坐顺风
车，林先生满口答应。

随后，一名司机开车接他们往深圳湾
口岸方向开，小车开到西乡立交路段时，司
机以拿东西为由将车停在路边，林先生和
“吴院长”在车上坐着。这时，有人拿一种叫
“金鞭蚧”的抗癌药过来。“吴院长”问“金鞭
蚧”是哪里买的，持药男子指着旁边一餐
馆。“吴院长”告诉林先生，“金鞭蚧”能治癌
症，是有价无市的名贵中药材。林先生一听
表现出兴趣，于是随“吴院长”找到出售药
材的刘某，“吴院长”买了 19包“金鞭蚧”，
每包 1000元，林先生则拿出 6000元人民
币和2万元港币也买了19包。
“吴院长”表示钱不够，又想收购 300

包“金鞭蚧”供香港医院用，让林先生先垫
钱，到香港再还。林先生见对方将药夸得
神乎其神，也想再买 100包。与刘某商量

后，林先生拿银行卡去金店刷卡 44万余
元再购 440包“金鞭蚧”。几人回到车上清
点药材，这时刘某表示手上药材只有 350
包，但他所住宾馆里还有。于是，“吴院长”
让小李开车跟他去拿，林先生和“吴院长”
在餐馆边吃饭边等，而林先生的行李和金
条都放在车上。吃完饭，“吴院长”说去买
单，趁机溜走。不久，林先生突然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称他的行李放在餐厅隔壁。此
时林先生才惊醒自己被骗。

宝安警方经过梳理排查，断定今年以
来宝安辖区发生的 10宗类似案件为同一
团伙所为。国庆节期间，民警发现嫌疑人
活动区域，连续蹲守布控两周后，终于锁
定嫌疑人的落脚点。10月 18日晚，专案组
在福永成功抓获李某茂（男，48岁，广东
人）等 4人，缴获一批冒充抗癌药的低价
中药材以及作案车辆一辆。

经审讯，4名嫌疑人交代，今年 3月以
来，他们利用购买假名贵药材的方式实施
诈骗，已作案 10余宗。目前，4名嫌疑人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诈骗团伙带旅客过境赴港途中设连环局

地产商路边买药被骗46万

【深圳商报讯】（记者 张亦
萌）昨日凌晨，在龙岗区同乐社
区，一名流浪男子见自己“地
盘”被另外两名男子占据，从附
近市场偷了一把杀猪刀，将两人
砍死在凉亭内。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几分钟后将行凶男子抓获。

昨日凌晨 2时许，龙岗分局
同乐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在同乐
村委公园凉亭内，一名男子持刀
将两名男子杀害。同乐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发现作案人已逃
离，随即通知巡逻保安。两分钟
后，行凶男子在距现场数百米处
的一个小巷内被抓获。

经审，行凶男子陈某（1969
年生，四川蓬溪县人）交代，他没
有正常工作，长期睡在事发凉亭
内，昨日凌晨他回到凉亭，发现
两名男子已睡在此处，占用了他
平时休息的地方。陈某将两人叫
醒要求他们离开，但两名男子不
与其对话，陈某心生怨恨。

陈某担心赤手空拳打架不是
两人对手，于是偷偷去附近同乐
市场内偷出一把三角形杀猪砍
刀，将两名男子砍死在凉亭内。目
前，陈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查之中。
（请报料人领取报料奖50元）

流浪汉争地盘两男子被砍死

【深圳商报讯】（记者 张亦
萌）10月 20日晚，坪山新区三洋
湖社区一出租屋发生火灾，一女
性房东由于吸入大量浓烟，至今
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起火现场位于三洋湖社区
立新东路一民房三楼，是房东自
住，起火后大量玻璃被烧融化，
屋内一片漆黑。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火势很
大，浓烟滚滚，消防队员赶到现
场后，听说有名女性被困火场，
于是带氧气瓶冲进火场，将该女
子背出火场。随后，该女子被送

往坪山人民医院抢救。
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

现场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原因可
能是电线短路起火导致。

记者昨日从坪山人民医院
了解到，火灾中被救出的女子由
于吸入大量浓烟，被送往医院后
只有微弱心跳，并且一直处于昏
迷中。目前，该女子仍未脱离生
命危险，医院已向家属下达了病
危通知书。

目前，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请报料人领取报料奖50元）

民房电路起火房东生命垂危

【深圳商报讯】（记者 张亦萌 黄顺
实习生 魏曼雅）昨日凌晨，在深圳大学一
宿舍楼下，一名经济学院大四男生坠楼身
亡。知情人透露，该学生坠楼原因可能是
感情受挫。目前，南山警方经过现场勘查，
已排除他杀可能。

昨日清晨 5时 20分，天色尚未明亮，
深圳大学学生宿舍风槐斋内不少学生突
然听到“啊”的一声喊叫，随后宿舍楼下传
来“砰”的一声闷响，一名身穿条纹花色上
衣和短裤的男子躺在宿舍楼下，血迹蔓延
了一地。宿舍管理人员迅速报警。

清晨 5时 30分，南山分局粤海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120救护车急救人员也赶

到现场。经急救人员检查确认，坠楼男子
已无生命体征。民警迅速将现场封锁，拉
起警戒线展开侦查。

昨日上午，经过老师和同学指认，确
认死者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大四学生庄
某。庄某的同学向记者表示，庄某近期感
情受挫，情绪较为低落。

据了解，事发后，警方在风槐斋楼顶
发现一双拖鞋、一包香烟、一个打火机和
烟头若干，初步判断死者从 15楼楼顶坠
落。深圳大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做好家
属安抚及学生心理辅导等善后工作，进一
步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昨晚 6时 40分，南山公安分局向媒

体通报称，昨日清晨 5时 33分，南山公
安分局粤海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深圳大
学一名学生坠楼，经 120现场确认已没
有生命特征。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
发现该名坠楼男子为深圳大学大四学生
庄某。警方经调查确认，现场没有搏斗痕
迹和其他可疑情况，已排除他杀可能。

深大一名学生昨晨15楼坠亡
警方调查确认，现场没有搏斗痕迹和其他可疑情况，已排除他杀

【深圳商报讯】（记者 张亦
萌）近日，在宝安区沙井街道，一
名 18岁女子在楼道分娩，生下
与前男友的女儿后，由于不想让
家人及现任男友知情，将女儿掐
死并将尸体丢弃在楼道内。目
前，该女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宝
安警方刑事拘留。

10月 20日清晨 9时，在宝
安区沙井街道万丰村大钟岗一
电梯房楼道内，一住户发现了一
名刚出生的婴儿。婴儿面部青
紫，身上脐带剪断，已停止呼吸。
该住户马上报警。

民警和刑侦人员到现场后，
迅速将现场封锁。法医现场认
定，女婴并非自然死亡，而是人
为杀害。办案民警在周边走访，
在距离案发楼道不远的出租屋
内，发现一名身形较胖的年轻女
子有重大嫌疑。该女子被带回派
出所，经讯问，该女子承认了其
掐死孩子的犯罪事实。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侯某燕

（女，18岁，河南省周口人）数月
前发现自己怀孕，但腹中孩子是
自己与前男友的孩子，侯某燕与
前男友分手后，已与另一名男子
确定恋爱关系。侯某燕表示，由
于自己身材较胖，怀孕期间，现
男友、工友及家人均未发现任何
端倪，直到 10月 19日晚 7时，侯
某燕出现临产征兆，因担心在家
中生产会有血迹和血腥味被男
友发现，侯某燕忍痛走到电梯房
楼道内，确定没有监控摄像头
后，于当晚 8时独自将女婴生
下，并自行剪断脐带。女婴不断
哭泣，侯某燕担心被人听到，用
手捂住女婴口鼻，数分钟后，女
婴哭声减弱，侯某燕发现其已死
亡，遂将其尸体遗留在楼道内，
自行回到家中。

民警赶到侯某燕家中，现男
友方才知情。目前，犯罪嫌疑人侯
某燕已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请报料人领取报料奖100元）

女子楼道分娩掐死亲生女儿

深南大道上不少建筑采用大面积落地玻璃幕墙。图为记者昨日拍到的情景。
深圳商报记者 林晓斌 摄

小区门口建起围墙
张先生来电反映：宝安区新

安六路与沿江高速交界处，是海
语西湾小区。现有一家公司在小
区门口建起一堵围墙，影响小区
居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
拆除。

绿化带防护网被割开
刘先生来电反映：光明新区

公明南庄新村东环路路中央绿化
带防护网被人割开，一些人为图
方便在此穿越马路。这样做太危
险了，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修补。

（张亦萌）

突发事 重要事 有趣事
小时报料热线 83900011

手机
网络报料平台： 短信报料 移动联通）

问 答路灯不亮影响出行
吴先生来电反映：滨河路福

田实验学校公交站台旁人行天
桥，照明灯已有半年时间不亮，
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马上派人现场调查
福田区城管局回复：关于

市民反映的问题，将马上派工
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了解，如
果情况属实，将安排人员及时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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