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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河南省爱心医院诚聘
河南省爱心医院正在积极筹备中，近期开业，现诚聘：肿瘤

专科、临终关怀专科、中风康复专科、心血管内科、老年病、糖尿

病、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全科、急诊、内科、外科、妇

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骨伤科、肛肠科、

中医科、药剂、手术室（麻醉）、检验、影像（X放射、B超、CT、磁

共振、胃镜）、心电图等各科科主任、医师、护士长、护士及业务

院长、医务科主任等。要求：有正规学历、相关工作经验（待遇

不低于省会医院同级标准）。

电话：0371-55290591、0371-55290590、17734789488

个人简历可投递：hnsaxyy@163.com

医院地址：郑州市管城区东关南里168号（郑州市城东路与城

南路交汇处向西100米路北）

畅兴物流招聘
1.装卸工：年龄25-50岁，身体健
康，月工资3500-4000元。（包吃
包住）
2.司机：年龄25-45岁，本人持有
C 证 以 上 驾 照 ，月 工 资
3500-4000元。
联系人张经理：18037696658
联系电话：0371-86638907
手机：15514558882

甘肃省公安厅24日通报了白银“8·5”系列强奸杀人案侦破情况。记者了解到，28年来，为侦破这起“世纪悬案”，甘肃警方采集指纹达23万枚。2015年以
来，甘肃省公安部门紧抓指纹和DNA两大证据不放，在全省开展DNA基因库建设，实现违法犯罪人员全录入，为侦破杀人案提供了关键的基础条件。

甘肃警方为侦破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采集指纹23万枚,最终——

针对近日网传的因北京水质
污染造成淡水活鱼大量下架等说
法，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23日表示，北京市水产
品抽检合格率达九成以上，网上关
于北京市水质污染、水体污染导致
淡水鱼污染的传闻不可信。

据多名市民爆料，最近在北
京的各大超市，鲜活的淡水鱼类
突然“脱销”。23日有媒体报道
称，北京包括家乐福、沃尔玛、永
辉在内的20家大型超市门店中只

有4家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店内有
活河鱼，其余绝大部分超市都表
示近期店内停售活河鱼，包括草
鱼、鲤鱼、鲫鱼等品种。家乐福和
物美超市食品安全经理均表示，
下架活鱼是超市正常经营行为。

该报道引起网民热议。一些
网民猜测超市集体下架活河鱼是
因为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还有网民认为北京和外埠的水质
遭到了严重污染，导致活河鱼检
验不合格。

对此，北京市食药监局新闻
发言人唐云华称，北京市没有发
生因水质污染导致淡水鱼污染的
问题。今年以来，北京市水产品
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0%以上。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家食药
监总局统一部署，北京近期正在
开展畜禽、蛋、水产品抗生素禁用
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
工作。食药监总局将于本月和下
月在北京等12个大中城市开展
经营环节重点水产品专项检查，

以了解市场销售的水产品质量安
全状况，摸排水产品的主要质量
安全隐患。

食药监总局将对这些城市经
营鲜活水产品的集中交易市场、
销售企业和餐饮服务单位开展随
机性专项检查和抽样检验。此次
重点检查市场开办者落实水产品
市场准入、信息公示、抽样检验等
管理责任情况，以及销售者和餐
饮服务提供者建立并落实水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等制度情况。

此次还将检查重点水产品质
量安全及其在经营环节违规使用
违禁药物情况，主要针对近年来
部门抽检监测问题相对突出的大
菱鲆（多宝鱼）、乌鳢（黑鱼）、鳜鱼
和明虾等4种鲜活水产品及其运
输和销售过程中的养殖用水进行
抽样，对其中硝基呋喃类药物、孔
雀石绿、氯霉素等违禁药物残留
情况进行检验。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报道

DNA“指纹”锁定“世纪悬案”嫌犯

从2015年开始，甘肃省
公安部门利用新的技术手段，
紧紧围绕现场遗留的DNA和
指纹两个突破口开展破案攻
坚。甘肃省公安厅加强刑事
侦查DNA库建设，对所有违
法犯罪人员采集血样和指纹，
并在化验分析后录入 DNA
库。

DNA在刑侦领域被称为
“生物指纹”，随着技术发展，
鉴定结论能直接认定犯罪嫌
疑人。DNA-Y技术能通过
父系亲缘关系排查犯罪嫌疑
人，成为继指纹技术之后具有
更高个体识别功能的“证据之
王”。

2015 年下半年，随着
DNA库建设和血样采集工作
推进，犯罪嫌疑人一名亲属因
违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样，只是
还没来得及检测。白银市公
安局进一步排查工作将犯罪
嫌疑人4名亲属纳入DNA采
集范围。

今年3月，白银系列强奸
杀人案被公安部命案积案攻
坚督导组列为首位案件。在
做了大量前期积累后，8月18
日，甘肃省公安厅决定对历年
采集的23万枚指纹、10余万
份血样全部重新检测入库，利
用DNA-Y技术，对犯罪嫌疑
人DNA进行家系排查。

8月19日，技术人员在对
采集到的血样进行DNA-Y
染色体进行检验时，系列案件

犯罪嫌疑人的 DNA27 个 Y
基因座全部比中白银市白银
区违法犯罪人员高某某。也
就是说，这俩人是“一家子”。

经对高某某审讯得知，其
所在的高家位于兰州市榆中
县青城镇。这个家族现有成
员超过10万人，分布在全国
各地，等待专案组的仍然是浩
如烟海的工作量。

专案组立即兵分三路，分
别对高某某、高某某父辈兄弟
等家族成员、高某某家系成员
分布进行排查。在排查中，专
案组民警得知，有一位高系成
员自去年起居住在白银市一
学校的小卖部里，专案组立即
派出一队民警前往。

在入户调查时，民警敏锐
地发现该高姓家族成员神色
慌张，随后又发现其指纹和犯
罪嫌疑人现场遗留指纹高度
相似。得到专案组技术人员
进一步确认后，该高姓成员被
控制。

经初步审讯，该高姓成员
全 部 交 代 了 自 1988 年 至
2002年先后流窜白银、包头
性侵杀害11名女性的犯罪事
实。经过进一步指纹和DNA
鉴定，该高姓成员的指纹和系
列强奸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遗留现场的指纹、DNA全
部比中同一。

至此，白银“8·5”系列强
奸杀人案成功告破。

新华社特稿

从1998年到2015年的17年
间，甘肃省对白银系列强奸杀人
案采取“案案挂靠”的办案方法，
凡是有案子，不管大小，先考虑跟
白银案有没有关系。“可谓是甘肃
省全警办案，所有犯了案的、可疑
范围内的、包括非正常死亡的几
乎全查过了。”甘肃省公安厅刑侦
局局长胡义说。

尽管这样，犯罪嫌疑人就像
凭空消失了一样，案件一次次陷
入困境。甘肃及白银警方介绍，
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之所以成为

“世纪悬案”，有几方面原因。
——有犯罪证据，没有追寻线

索。“这个案件久侦不破，主要原因
是认定犯罪的证据非常充分，认定
和揭露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几乎没
有。”刘同林说，犯罪嫌疑人在现场
留下的指纹、脚印、精斑很多，但没

有线索来指向这些是谁的。
刘同林介绍，不管是仇杀、情

杀还是谋财害命，一般命案的犯
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或多或少会有
一定的关系，但在白银系列强奸
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
完全没有关系。

——居无定所，行踪不定。该
案犯罪嫌疑人都在白天作案，案发
都在白银市区，这些特征都反映出
当地人作案的特点。在警方对白
银市当时符合作案年龄段人群一
人不漏全覆盖调查无果后，将调查
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与白银市毗邻
的兰州市榆中、皋兰两县。但犯罪
嫌疑人作案后或隐蔽于家中务农，
或外出打工逃避侦查。

据调查，犯罪嫌疑人1988年
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除了
在青城镇家中短期居住外，行动轨

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
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直到
2015年，犯罪嫌疑人才回到其妻
在白银市一学校经营的小卖部中。

——犯罪嫌疑人谨小慎微，
没有犯过他案。28年里，甘肃省
对此案发生的14年中及案件告
破前所有犯案的犯罪嫌疑人都采
了指纹和DNA，如果犯罪嫌疑人
在系列案件之外一旦犯过其他案
件，立即就会进入警方视线。但
据警方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
系列案件之外谨小慎微，避免与
人接触，更没有做出需警方介入
的违法行为。

种种“巧合”也导致犯罪嫌疑
人多次与警方的侦查“擦肩而
过”。“在白银排查时他在青城，将
青城纳入排查范围了，他又到了
兰州、内蒙古。”刘同林说。

1988年至2002年，犯罪嫌疑
人在甘肃省白银市及内蒙古包头
市连续强奸残杀女性11人，作案
跨度14年，侦破跨度28年，被称为

“世纪悬案”。今年8月26日，随着
52岁的犯罪嫌疑人高某落网，白银

“8·5”系列强奸杀人案告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命案多是侵财、情杀和仇杀。
就目前来说，连环凶杀案在命案
中也占比较低。”白银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支队长刘同林介绍，首案
及“94·7·27”案件发生后，白银市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对首案案发
地原始范围内所有15岁至30岁
的男性及“94·7·27”案件案发地

白银市供电局原始生活区域内的
所有男性，白银区有前科、流氓劣
迹的人员逐一进行了摸底审查，
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8年，犯罪嫌疑人作案疯
狂程度达到极致。甘肃省公安厅
协调专家会诊，刻画嫌疑人体貌
特征。专案组依据作案手段和指
纹比对，将1998年的四起案件及

“88·5·26”案件、“94·7·27”案件
串并，六案并案进行侦查。

“1957年至1975年出生的所
有确定范围内男性几乎‘排’了一
遍。”白银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
杨丽说。第二起案子发生时杨丽
是案发地的片警。

刘同林介绍，“98·11·30”案发
生后，针对几起案件发生地都有公
厕的特点，专案组分析犯罪嫌疑人
可能在作案前以公厕为藏身地“踩
点”，对六案现场平房区的公厕分
布绘制成图，派警力全天候蹲守。

2001年8月，公安部将该案
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
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
组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
查区域。

从首案案发至今年案件告破
的28年间，公安机关围绕案件仅
采集指纹就达23万枚之多，投入
的警力和物力无法统计。

侦破28年，采集指纹达23万枚

DNA“家族指纹”锁定嫌犯

三大原因造成“世纪悬案”

北京水体污染致淡水鱼下架？
北京市食药监局：没有鱼类被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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