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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警方侦破双尸案纪实

9月28日，护林员在湖北省荆门京山市
天宝寨林场五堡岭地段惊现两具高度腐败无
名女尸。案发后，荆门市公安局、京山市公安
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侦破工作。

10月8日，经百余民警十昼夜奋战，京山
警方对外发布警情通报称，犯罪嫌疑人聂某
某已抓捕归案。

案发密林
人迹罕至山岭现两具女尸人迹罕至山岭现两具女尸

9月28日上午，京山市天宝寨林场五堡
岭地段，护林员王某开展森林普查来到此处。

站在山岭上，清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臭
味，这引起了王某的注意。顺着气味下山，他
在乱石堆、密林间发现了一具尸体。王某立
即拨打110报警。

接到报案后，京山市公安局侦技人员和
辖区派出所迅速赶到现场。

经现场勘查，警方发现，除一具成年女性
尸体外，下方还有一具女童尸体。从现场情
况初步分析，侦查人员推断尸体为他杀。京
山警方迅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双尸案的发生，给即将到来的国庆佳节
笼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市民众说纷纭。

案情逐级上报，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
派出督导小组到京山指导破案，荆门市公安
局、京山市公安局迅速抽调警力100多人，组
成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荆门市公安局刑侦、
技侦部门主要负责人率队进驻京山全程督导侦

破工作。京山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杨剑更是
拍案而起，誓言“不破此案，决不收兵。”

悬赏寻人
大海捞针全城关注遇害母女大海捞针全城关注遇害母女

临近国庆假日，但专案组参战民警却在
昼夜忙碌着，所有参战民警得到的通知是：取
消休假、集中食宿、案件不破，专班不撤。

京山市公安局所有民警同时也被要求：
假日期间一律不得外出，随时备勤待命。每
一位民警都知道，案件不破，对组织和人民群
众没有交代，肩上的责任不允许他们有假日。

通过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现场两具尸体
为母女关系。

围绕案发现场，100 多名民警分成 16 个
工作小组分别开展工作。其目的不外乎有两
个：一是查找尸源；二是发现犯罪嫌疑人。

现场尸体高度腐败，面目难辨，要想确认
尸源何其难。

10月2日，调查走访民警获知一条线索：
天宝寨林场辖区住户张某某一月前离开，去
向不明。经调查核实，此人是去武汉给做生
意的儿子帮忙，并无涉案关联。

10月3日，一个举报电话反映：京山某网
站上，有一条寻找母女的《寻人启事》，一位33
岁的母亲带一名3岁的女童离家出走。经民
警核实，失踪母女为京山市新市镇洪泉村租
住户，与丈夫吵架离家，3天后已回家。

为扩大寻找尸源范围，京山警方悬赏 2
万元奖励提供信息者。他们印制《寻尸启事》
1万余份，张贴至辖区所有村组，京山市委宣
传部门向全市所有干部群众发出了协助查找
尸源的倡议。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网友留言达 1 万
余条，《寻尸启事》转发量达数10万人次。

人海辨凶
蹊跷交通事故露出马脚蹊跷交通事故露出马脚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围绕现场勘查情况以
及嫌疑人作案地点，对案发地周边地区开展
地毯式的调查走访；另一方面，结合调查情
况，梳理重点人员，并对犯罪嫌疑人轨迹、作
案过程及体貌特征进行了准确刻画和现场重
建，划定排查方向，为此案的最终破获打下了
坚实基础。

但限于现场条件的限制，截至10月1日
凌晨12时，案件一直未获突破性进展。

为尽快侦破此案，专案组所有成员每天
几乎都只休息2至4个小时，虽然疲惫写在脸
上，但民警心中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专案组民警走遍了案发地周边 9 个村
组，开展人员摸排、案件串并和技术比对工
作，查证比对500多人，梳理出重点对象100
多人，查证人员20多人。

经过4昼夜艰苦细致的工作，10月2日，
案件获得重大突破，一名重点嫌疑人聂某某
进入警方视线。

经调查，聂某某现年 46 岁，京山市永隆
镇人，曾因盗窃摩托车、耕牛分别被京山县人
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刑8年，
2015年刑满释放。

今年1月17日，聂某某曾因在天宝寨林
场盗伐林木被森林公安行政处罚过。

专案组民警当即展开对聂某某的调查，
发现聂某某涉嫌一起发生在京山市永兴镇的
交通违法行为。

据50多岁的当事人谭某某讲述，今年6
月14日，丧偶的他与聂某某因为“女友”争风
吃醋，在永兴镇一路段发生纠纷，聂某某骑摩
托车将其别倒在地导致受伤，至今仍在医院
治疗。

经民警做工作，谭某某说出了“女友”李
某某现年44岁，原籍京山市绿林人，户籍地为
云南省绿春县人，有一个4岁的女儿和一个9岁
的儿子，李某某与聂某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

谭某某说，在车祸受伤的前一天晚上，他
在李某某租住屋留宿时，聂某某翻窗进入室
内，与李某某争执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上
5 时左右才离开。在争吵中，李某某甚至直
接说叫聂某某收拾好他的衣服“滚”。

李某某出嫁前是京山市绿林镇人，与聂某
某曾发生过矛盾纠纷。李某某到底是什么样
的人？带着这一疑问，专案组民警赴绿林镇查
找到了李某某健在的78岁的母亲陈某某。

调查显示，1972 年 9 月出生的李某某曾
结过3次婚，与第一任丈夫育有一个儿子，与
第三任丈夫育有一子一女。

李某某侄女邓某讲，李某某在今年 8 月
25日曾和她电话联系过一次，说是从武汉乘
火车去云南接4岁女儿来京山上学，后来就
与家里失去联系了。

经专案组民警查询，确定李某某已于 8
月30日乘火车离开云南返回武汉。

9月28日发现的母女尸体会不会就是李

某某母女呢？专案组经种种证据分析，认为
可能性极大。

果不其然，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78岁的
老人陈某某确定为李某某生物学上的母亲。
尸源查清，让专案组全体民警为之一振。

与此同时，赴聂某某家调查的专案组民
警获知：2018 年春节期间，聂某某曾带一位

“女朋友”回家。经聂某某家属辨认照片，这
位“女朋友”正是李某某。

调查表明，聂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暗夜擒魔
只为告慰逝去母女只为告慰逝去母女

聂某某坐过牢，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为尽快抓获聂某某，
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0月2日23时许，专案组获知聂某某驾
驶二轮摩托车驶往石龙镇的信息后，当即组
织专班人员前往追捕。

京山市石龙镇牛尾巴桥。在漆黑的夜里，
抓捕人员将缉捕地点选择在了桥旁的上坡路
段，一张织就的大网张网以待，只等瓮中捉鳖。

但狡猾的聂某某行至距民警设伏地点50
多米远的地方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人，高度警
觉的他见势不妙慌忙调转车头逃窜。

民警蒋晓波驾车追赶，并将其逼停，聂某
某弃车后仍亡命狂奔。民警们紧追不舍，10
多分钟后将其合围至一水渠旁的沟边抓获，
两名民警在抓捕中受伤。

聂某某落网后，审讯进行的并不顺利，曾
经“几进宫”的聂某某起初十分顽固。专案组
民警有条不紊地开展外围调查取证工作，落
实了相关证据。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
前，聂某某像挤牙膏一样，开始慢慢交代自己
的作案事实。

据聂某某交代，9月2日晚，他在其出租
屋内因琐事与李某某发生吵打，一怒之下将
李某某杀死，后因嫌李某某4岁的女儿杨某
吵闹又对其下了毒手。当晚，他用摩托车将
两具尸体运至天宝寨林场后，隐藏于林场五
堡岭地段灌木丛中。在此后的一个月内，聂
某某在京山、湖北天门等地分多次将李某某
银行卡内的10多万元取走。

获知案件破获，网友纷纷点赞。称“此
案破得大快人心”“京山公安敢于亮剑，为
京山公安点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刘志月 谢征宇）

青藏国际旅行社
2017年荣获“青藏高原”牌青海旅游名牌企业

出境专线及独立精品小团：

为回馈新老顾客，本公司携同省工行联合特推出刷信用卡减免活动，活动从9月20号开始，但凡在我公司报名参团者，不限制任何线路均可参加此活动，欢迎来电垂询！

迪拜直飞8日游 （10月15/27日） 3999元
美国东西海岸+加拿大14日游 （10月29日） 10999元
南非花园大道12日游 （10月30日） 15399元
日本专线（千人赏枫游，日本红叶季）：
日本本州四飞8日游 （10月20/27日） 6980元
日本东京+大阪8日游 （11月10日） 8180元

澳大利亚 新西兰11日游（12月8日） 13580元
泰新马12日游 （10月22日） 5990元
宿务+薄荷 6晚8天 （11月10/17日） 5580元
泰一地7天5晚游 （10月17/26日） 4490元
简·爱巴厘岛7日游 （10月20/27日） 6360元
斯里兰卡5晚7天 （10月18/25日） 6360元
德法意瑞4国12日游 （10月20日） 10999元

越南芽庄专线：（每周四发班）
芽庄休闲8日游 （10月11/18日） 3180元
芽庄悦享8日游 （10月18/27日） 4180元
台湾专线：
台湾环岛双飞8日游 （11月） 4680元
国内线路：
专列--A线：广西+广州+湖北+港澳 12日 2480元起
B线：广西+北海+贵州+湖北 12日 2780元起
C线：广西+北海+贵州+湖北+越南12日 2980元起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10月15/25日） 5798元
嗨游三亚双岛双飞6日 （每周一、四、六） 3480元
怀情东北双飞10日 （10月17日） 4580元
江山如画（江西）双飞7日（10月16/23/30日） 3580元
五钻厦门+武夷山单飞8日（10月15/17/19日） 3680元

报名地址及热线总社：西宁市黄河路23号（国源大厦4层）联系电话 6122907 6106595 城中北大街门市8226867 城东南小街门市8017009 大众街门市8017170 虎台门市8240503 莫家街门市8178834 人民街门市 4324321
海湖万达门市4716005 大通门市2737718 湟中多巴门市 2227007 共和分社0974-8513066 互助分社0972-8321345 平安分社0972-8667503 尖扎分社0973-8734448 乐都分社0972-8646666 民和分社 0972-8535866

以上专列行程新老顾客均有100-180元优惠，报名还赠送1000元大礼包，
本社另备有多条国内、国外、省内及周边游路线，欢迎来电咨询！
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站电话 0971-7733559 -7733551

品质
国旅

【夕阳号】大型旅游专列与您相约 13209788049
13086268211

L-QH00289
咨询
电话

1.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广州/桂林/阳朔/湛江/长沙/韶山/凤凰古城空调火车专列15日游
硬卧：上铺2750元 中铺3150元 下铺3450元 ：11月5日左右发团
2.长沙/韶山/长寿巴马/德天瀑布/北海/桂林/阳朔/广州/凤凰古城空调火车专列15日游
硬卧：上铺3150元 中铺3550元 下铺3850元 11月5日左右发团
3.长沙/韶山/湛江/海口/兴隆/三亚/广州/桂林/阳朔/凤凰古城空调火车专列15日游
硬卧：上铺3150元 中铺3550元 下铺3850元 11月5日左右发团
4.长沙韶山/广州/湛江/越南河内/下龙湾/北海/桂林阳朔/凤凰古城空调火车专列15日游
硬卧：上铺3150元 中铺3650元 下铺3950元 11月5日左右发团

国内游：

青海远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乐都：0972-8636362 15597252999 大通：0971-2726882 13997002888 互助：0972-8399989 15650939991 夏都大街：0971-6338060 18397125441

L-QH-CJ00020

境外游：

毛里求斯自由行7-8日（成都直飞） 8199起
马尔代夫自由行7-8日（西安直飞） 7280起
日本本州全景8日游 8199元起 美国10日游 9999起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1日游 10月22/24/31日 5280 元
朝鲜往返双卧10日游10月13/20/27日 4480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墨尔本13日游11月26/23日14800元
北海/下龙湾/吉婆岛双飞8日游 1799元

海南北海桂林纯玩10日游 36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980 - 5580不等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 3980元
云南四飞8日游 2360元
贵州红色旅游双飞6日游 2480元
三亚10日游 3680元
厦门 双飞六日游 4800元

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QH00254

本公司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报名电话：18997272605 0971-6145655

地址：西关大街42号古城台小学对面国芳百货（农业银行旁边）5单元13楼5132室

1.海南-三亚/兴隆双飞6日游（10月10-20-零自费/含接送） 品质3980元/人
2.海南-三亚/兴隆/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天天发-含接送机） 一价全含3680元/人
3.北京-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圆明园天津双飞6日游（10月15/19/23-带全陪) 一价全含2680元/人
4.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10月13/14/15-带全陪/含接送) 品质2280元/人
5.长沙.张家界.天门/天子山.金鞭溪.袁家界.大峡谷.苗寨.凤凰双单飞单卧7日游 3380元/人 精品3680元/人
6.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10月17-带全陪/含接送） 一价全含2880元/人
7.厦门.鼓浪屿.土楼.集美.南普陀.武夷山.天游峰双飞7日游（10月16/18/20-含接送) 纯玩3680元/人
8.四川.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7日游（天天发） 纯玩2480元/人
（注：1.更多线路请来电咨询！ 2.凡报名者均赠送大米一袋！）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厦门鼓浪屿土楼集美曾厝垵武夷山双飞8日游 10月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380元/人
青岛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单飞单卧7日游 10月13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980元/人
北京天津单飞6日纯玩深度游 10月12/14/16/18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300元/人
杭州南京苏州上海无锡周庄双飞7日游 10月15/19/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4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 10月15/17/19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
张家界天子山金鞭溪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10月14/19/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800元/人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10月15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600元/人
遵义梵净山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双飞6日 10月13/19/2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900元/人
海口兴隆三亚双飞6日 散客天天发团 含接送机 3400元/人
青海湖纯玩0购物一日游 天天发团 24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纯玩0购物2日游 天天发团 580元/人
旅游热线：6117648 6117649 24小时：18935588489 18935589085
报名地址：新华百货超市一楼4号铺面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 3580元
2.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双飞六日游 特色餐团 3780元
3.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双飞六日游 特色餐团 2980元
4.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2480元
5.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 六日游 3080元
6.乌鲁木齐/吐鲁番/天池/喀纳斯双飞8日 3380元 三亚双飞精品6日游35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4飞8日 2080元 贵阳+桂林双飞9日 3580元
8.厦门/永定/古 田/南昌/泰宁/武夷山/泉州 双飞八日游 2480元
9.成都/乐山峨眉/都江堰/青城山双卧纯玩七日游 1880元
10.北京+天津深度纯玩双飞6日游 2380元
11.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 5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