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个生产销售窝点被金沙警方捣毁；涉案金额达 16余万元

本报讯 南海高速路上，大货车

冲入应急车道， 造成 1 死 2 伤、6 辆

车受损，肇事者却人间蒸发。 近日，

逃逸 5 年的司机张某被遵义兰海高

速交警抓获。

据遵义兰海高速交警大队民警

介绍，2013 年 5 月 10 日中午 12 时

左右， 遵义兰海高速路 1184 公路

+100 米处，一辆冀 D 牌照的大货车

冲入应急车道， 并与一辆行车道上

的大货车撞在一起， 货车厢里运载

的包裹掉落下来， 散堆在公路边坡

上。 另外，行车道其他 5辆车也有不

同程度的受损。

据了解，3 名受伤者中，1 人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民警查询获知，

肇事司机张某，河北邯郸人。 不过，

民警寻找张某时，现场只有他妻子，

妻子拨打丈夫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几年来， 警方一没放弃对张某

的查找，日前警方获得线索，民警又

一起赶往张某老家邯郸组织对其抓

捕。 在当地，警方获得准确信息：张

某藏身广东东莞， 在东莞警方的配

合下， 遵义兰海交警大队民警成功

将躲藏了 5 年的肇事逃逸司机张某

押解回遵义。

张某交代， 当时， 他车速比较

快，突然发现前方有车辆拥堵，这才

冲入应急车道避让， 没想到发生了

严重的交通事故。 因心里害怕，为逃

避责任， 才将妻子留在现场独自跑

了。 目前，张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罪

已被警方刑拘。 （本报记者 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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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团伙购买散酒、酒瓶、

酒盒、防伪码等材料，在家中生产假

冒金沙回沙酒，并以低价卖出。 1 月

16日，金沙警方通报，经过数月的侦

查， 一举捣毁 4 个生产、 销售假冒

“金沙回沙酒” 窝点，5 名犯罪嫌疑

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达 16余万元。

据介绍，2018年 5、6月份，犯罪

嫌疑人罗某军得知做假酒生意能赚

钱，于是向潘某军、张某贵、胡某吉

提出做假金沙五星回沙酒销售。 四

人达成一致意见后， 共同出资准备

生产销售假酒。

2018年 8月至 10月，通过近两

个月的准备， 罗某军等四人分别从

浙江苍南、 广东珠海、 贵州遵义等

地， 购进制作假金沙五星回沙酒所

需的散酒、酒瓶、瓶盖、酒盒、防伪码

等材料， 运回金沙县柳塘镇罗某军

家中进行加工， 共计加工了 649 件

假五星回沙酒。

2018年 11月 9日，罗某军找到

做酒生意的黎某某， 经协商后，以

190 元每件的价格卖给黎某某假金

沙五星回沙酒 20 件，随后黎某某便

将 20件酒卖出。 在此后 20天内，黎

某某共分四次在罗某军处买进假五

星回沙酒共计 322 件，销售 307 件，

销售金额达 87080 元， 获利 27558

元。 期间，罗某军等人还以 160 元、

180 元的价格销售假金沙五星回沙

酒共计 44件。

2018年 11月 28日晚， 通过缜

密部署，金沙县公安局多警种出动，

在金沙县西洛街道某社区将正在进

行假酒交易的黎某某、 张某贵现场

抓获， 当场查获假冒金沙回沙酒 95

件。 同时，先后将罗某军、胡某吉抓

获，潘某军投案自首。

随后，警方，在金沙县鼓场街道

某批发部查获假冒金沙回沙酒 246

件， 在罗某军家中查获假冒金沙回

沙酒 37 件，并在其家中将剩余假金

沙回沙酒的原材料、 加工工具等全

部查获。

至此，这起集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假冒金沙回沙酒案件告破。

目前，犯罪嫌疑人黎某某、张某

贵、罗某军、胡某吉四人已被检查机

关逮捕，潘某军依法取保候审，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王莎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贵阳的黄声美怎么也

没有想到，曾经交往过的前男友，如

今却成为自己的梦魇。 1 月 15 日早

上 10 点，黄声美在望城坡的新村站

等待公交车时， 被前男友用刀砍伤

倒地，导致其颅内出血，至今都处于

昏迷状态。

16日上午， 记者在贵航贵阳医

院见到了黄声美的家属， 回忆起当

天发生的事， 其嫂子王小霞依然泣

不成声。王小霞告诉记者，砍伤黄声

美的人是其前男友张某， 在接到妹

妹被砍伤的电话后， 家人立刻赶到

了医院。

黄声美的弟弟黄声刚是第一个

到达医院的人，据他回忆，当时黄声

美脸部血肉模糊，头上、手上缠着纱

布，纱布还一直冒着血，白色的羽绒

服已被鲜血染红。 被送到医院后，黄

声美的意识还算清醒， 她告诉了家

人自己的遭遇。

被砍当天上午， 黄声美正在望

城坡新村站等车， 突然听见背后有

人叫她，她转过头发现是张某，没想

到对方拿起一块板砖就砸向自己的

头部，自己猝不及防地倒在了地上。

之后张某并没有停手， 又拿出刀砍

她的头，黄声美用手护住自己头，但

是没想到手指也被砍断。

“她前男友是个偏激的人。 ”据

黄声刚介绍，黄声美曾经和张某交往

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其间黄声美发现

张某生性多疑，难以相处，于是向张

某提出了分手。但没想到对方非但不

接受这个建议，反而开始对黄声美一

家进行长期的骚扰和恐吓。

随后， 黄声刚向记者展示了张

某给家人发过的部分恐吓短信：“只

要我没死， 一定让你们给黄声美收

尸。 ”“黄声刚有胆量你就砍死我，

不然半个月后你一定会看见你姐的

尸首。 ” 黄声刚说，由于张某屡次威

胁姐姐， 家人让其辞去了原来的工

作，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意外。

据悉， 黄声美头部伤口有 19

处，同时部分头骨碎裂还伴有颅内

出血症状， 手指也被砍断了几根，

由于伤情严重，医院已经下了病危

通知书。 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声美

已进行了开颅手术，医生说，黄声

美至少要 14 天后才能苏醒， 治疗

费用需要 50 万元。

据了解， 张某已于事发当天向

南明公安分局后巢派出所自首，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实习记者 陈佳艺 罗林）

本报讯 万树寒无色，荔波独有

花；香闻流水处，野梅遍山垭。 时下

的贵州荔波黎明关境内， 漫山遍野

的梅花傲寒绽放， 给前来赏花的游

客感到春的诗意。1月 15日，荔波县

在核心梅原区的黎明关乡洞塘村举

行“穿越千年·梅原入梦” 的 2019

中国·荔波第十四届梅花节，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梅原深处有人家。 满山的青梅

或被染成雪，或姹紫嫣红，漫步深幽

小径， 偶见身着古代汉服的才子佳

人或树下抚琴浅吟，或谈古论今，或

盘坐对弈，或结伴赏花，这一幕幕仿

佛让人穿越千年。

据了解，本届梅花节突出“穿

越千年·梅原入梦” 主题，以古风古

韵为基调，以汉唐文化兼容本地民

族历史文化为元素，尝试创新和挖

掘优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充

分展示荔波万亩梅原独特风景。 活

动着力提升梅花节传统文化品味，

为荔波冬季旅游增添新元素和新

活力，给游客展示全新冬季旅游新

体验。

荔波万亩梅原景区位于黎明关

水族乡洞塘， 这里天然生长着两万

多亩野生梅花， 树龄在 200 年以上

的珍稀古梅不下数百棵， 是全国最

大的集中连片的野生梅林，素有“十

里梅海、万亩梅林”之称。 当地村民

介绍，每年元月中旬，万亩梅原的梅

花便会竞相开放， 花期长达 1 个多

月。 游客从荔波县城出发，约 35 公

里的车程， 沿途欣赏喀斯特田园风

光，一路穿越至梅原。

来自当地宣传部提供的消息

称，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间

（三天），对姓名中含有“梅” 字或

着古装（限唐代、汉代服饰）到景区

的游客给予小七孔景区、茂兰景区、

瑶山景区免收门票的优惠政策；1月

15日至 2月 20日期间，姓名中含有

“梅” 字的游客到荔波小七孔景区、

茂兰景区、 瑶山景区给予免收门票

的优惠政策；旅行社继续执行《2019

荔波县冬季旅行社组团优惠协议》

及省、州有关优惠政策。

据悉，从 2006 年起，荔波以梅

为媒举办梅花节， 开启了冬季旅游

新模式，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四届，成

为荔波重要的民族节庆活动及冬季

旅游的重要品牌。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文 /图）

预计花期持续 1月有余；当地以梅为媒举办梅花节并推出多项优惠

荔波万亩野生梅花竞相绽放

在贵州肇事致 1 死 2 伤后

逃逸

河北籍司机

潜逃5年终落网

本报讯 因公司长期拖欠自己

工资未付， 遵义市播州区的苟某带

上工友将其此前上班的某健身房大

门锁住， 民警到场后他们仍不肯开

门。 最终，苟某等 6人分别被处以 5

日行政拘留。

1月 11日 14时左右，遵义市播

州公安分局遵南派出所接到报警：

当地一家健身房大门被人锁住。

随后， 民警来到播州区桂花社

区丰乐未来城的这家健身房时，只

见大门被人用锁锁上， 里面的顾客

及员工均无法正常进出。 在现场，苟

某承认是他锁了健身房大门。

“他们拖欠我们的工钱，迟迟不

肯支付。 ”苟某说，这家健身房拖欠

他们 6 人工资 49000 余元， 因多次

讨要未果，他们这才锁上大门。

在现场，民警告诉苟某，讨工资

应通过合法程序， 这样做可能会违

法，并劝说苟某等人将门打开。但苟

某等六 6 人仍置若罔闻， 不听民警

劝解，拒绝将门锁打开。

随后， 民警依法将苟某 6 人带

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 目前，苟某

6人因扰乱单位秩序，被公安机关依

法各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其与健身

房之间的纠纷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胡迪 本报记者 黄宝华）

讨薪方式不当

6民工被拘留

因分手生怨恨 男子挥刀砍向前女友

致其头部 19处受伤，颅内出血昏迷不醒

生产销售假酒 5名嫌疑人落网

■新闻速递

梅花盛开

在万亩梅林中抚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