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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擒获潜逃
9

启东智慧警务的﹃火眼金睛﹄——
江西男子身负命案畏罪潜逃隐姓埋名，终究未能躲过

融媒体记者 鲍欣欣
沈赛娜
通 讯 员 孙 鼎

检察建议叫停加油站扫码付
扫码支付电磁辐射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本报讯 7 月 22 日，市检察院启动
公益诉讼程序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切实
督察、整改辖区加油站存在违规使用移
动通讯设备收取加油费的问题。
日前，市检察院在走访辖区内多家
加油站时发现，不少车主依旧使用手机
扫码付加油款。面对车主提出手机支付
的要求时，
个别工作人员非但未制止，
甚
至还直接出示二维码让车主扫码付款。
2008 年实施的《加油站作业安全
规范 AQ3010-2007》管理规定，就明确

了加油站区内严禁吸烟，不得使用移动
通信工具，易燃、易爆区域内，严禁使用
手机等。原因是手机在通话时发出来的
电磁辐射有可能会产生频射火花，引燃
空气中散发的油气，从而导致爆炸；而
手机扫码支付过程中的电磁辐射功率
远远大于通话的功率，所以理论上来说
在加油站加油区域扫码支付的危险性
比打电话更高。
检察机关还发现辖区内有很多加
油站紧邻居民小区、商业区等人流密集
场所，一旦发生爆炸，对社会公共安全

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因此，市检察院
在发出的检察建议中，明确要求行政
机关应当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
规、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规定，对辖
区加油站在易燃易爆区域使用手机的
行为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及时制
止和纠正违规行为，加强安全监督管
理，从源头上杜绝危险的发生；同时
积极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力度，强
化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经营的意识，规范
手机扫码服务，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绕行通告
因海防公路蒿枝港闸桥桥面维修施工的需要，为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工期及车辆行人的交通安全，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 日止对海防公路
0K+000M 处蒿枝港闸桥实施全封闭施工，将对上述
路段实施中断交通管制，
请过往车辆绕道通行。
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启东分中心
2020 年 7 月 31 日

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收到检察建
议后表示，建议及时，将在近期召开辖
区内加油站负责人会议，排查并叫停所
有加油站扫码付款的现象，最大限度消
除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提醒车主，在支付加油款
时尽量使用现金，如果要使用手机扫码
付时，也要避免靠近易燃易爆区域，可
以选择在加油站附设的便利店、工作站
内完成。
（融 媒 体 记 者 朱 俊 俊 通 讯 员
印春柳 陆慧）

观村史
映初心

年案犯
21

21 年前，发生在江西
鹰潭的一起命案让刘某明
仓皇出逃，隐姓埋名，漂白
身份，浪迹多个省份，只为
躲避法律制裁，
正当他自认
为已
“回归”
正常生活，
民警
却悄然站在了他的面前。
今年以来，我市警方
集成打造“数据赋能合成
作战中心”
，
与实战督导、
执
法监督两大中心形成
“一体
两翼”
的现代警务改革新模
式。7 月 29 日，警方仅用 9
个小时擒获 21 年命案逃
犯，这是科技赋能“精准化
打击”
的又一典型案例。
7 月 28 日 21 时许，在
市公安局数据赋能合成作
战中心，响起一阵急促刺
耳的提示铃声，启东警务
协作平台收到江西鹰潭警
方的协查请求。屏幕上的
“锁定框”快速跳跃、搜索，
一张相似度高达 94%的比
对照片，让值班民警兴奋
不已。
虽然相貌高度相似，
但命案在逃人员刘某明和
嫌疑人孙某民的身份信息
截然不同，这让民警的神
情再度凝重。通过进一步
对数据分析和研判，警方
发现两人的社会关系惊人
吻合。出于职业敏感性，民
警怀疑在逃人员刘某明的
身份已经“漂白”，其极有
可能就是目前正暂住于吕
四港镇的嫌疑人孙某民。
警方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前往吕四港镇深入排
查，另一组民警则同步进
行网上排查。凌晨时分，在
吕四东菜场附近停车场，
嫌疑人驾驶的小货车终于
进入侦查员的视线。
找到嫌疑人驾驶的车
辆，并不意味其人就在吕四。夜已深，很难判断嫌疑人当晚
是否住在暂住地。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以停车场为中心，
辐射周边 2 公里展开排摸，力求找到更多线索，同时组织警
力轮流蹲守，紧盯小货车。
一点、两点、三点……潮湿的夜晚，蚊虫的叮咬，都没
有影响侦查员的斗志。转眼间，天已蒙蒙亮，
“ 是他！”已熬
红双眼的侦查员发现一男子从停车场附近的小区走出，形
态与嫌疑人高度相似，民警抓住时机，从两面同时向嫌疑
男子靠近。
“我们是警察！”民警迅速亮明身份，嫌疑人孙某
民没来得及反抗，
便被警方控制。
经审讯，嫌疑人孙某民如实交代了其便是 21 年前，发
生在江西鹰潭一起凶杀案的网上在逃人员刘某明，并对自
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刘某明交代，1999 年，其在鹰潭老家伙同同村人员，
与他人发生纠纷斗殴。期间，其携带了一把改装的火药枪，
在双方发生斗殴之时，刘某明持枪向他人射击，致受害人
死亡。知道闯了大祸的刘某明连夜出逃，随后隐姓埋名辗
转江西、安徽、江苏等多个省份，并在安徽用其妻子舅舅的
身份获得了新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孙某民。
在逃亡的这段时间里，刘某明为了逃避打击，不主动
与周围的人交流，隐瞒自己的过往，直到来到我市从事贩
卖水果生意，被我市警方撕下伪装，抓捕归案。

7 月 27 日上午，市级机关第五党建共同
体开展共建活动。市气象局、农业农村局、水
务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新华书店等成员
单位党员，参观临江村村史馆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激励党员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 通讯员 虞佳敏摄

路面坑洼通行不便
市水务集团：
市水务集团
：
已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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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 朱俊俊 陆星星

日前，市民李先生拨打 12345 公
共服务热线，反映丁仓港路与金沙江
路交界处往西 50 米处有一树木倾倒
在路面上，存在安全隐患。
“前两天我去看一下市妇幼保健
院，经过丁仓港路与金沙江路交界处
时，发现有一棵树倾倒在路面上，”李
先生表示，市妇幼保健院马上就要启

近日，市民龚先生拨打 12345 公
共服务热线，反映自家门前的进宅路
因埋设地缆线被挖开后，迟迟无人前
来维修。
龚先生在寅阳镇江夏村 11 组经营
一饲料门市。
“ 前段时间，有施工队前
来埋设地缆线时将进宅路挖开，现已
过去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施工人员

近日，市民朱先生拨打 12345 公
共服务热线，反映市区紫薇路与和平
路交界处往北约 30 米的非机动车道
上有一坑洼处，
车辆通行不便。
朱先生表示，这条道路附近有不

少居民小区，晚上光线较暗、视线不
佳，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经过该路段
时，一不留神就会摔倒，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处理。
市住建局接到朱先生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确
认这个坑洼处是施工建设造成的。随
后，该问题被转交给市水务集团，市水
务集团立即组织人员对该坑洼处进行
修复，
现已修复完毕。

树木倾倒存在隐患
市城投公司：
市城投公司
：
已扶正加固
用了，届时汽车往来极不安全，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尽快予以处理。

市城投公司接到李先生的反映
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

并对倾倒的树木进行了扶正加固。李
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进宅路被挖无人修
寅阳镇政府：
寅阳镇政府
：
已联系施工队要求尽快修复
前来维修，造成出行不便。”龚先生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

寅阳镇政府接到龚先生的反映
后，立即联系施工队派人前往现场查

看，要求尽快对道路进行修复。龚先生
对此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