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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斬人案疑犯 初步排除有精神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距離備受關注的杭州保姆莫某晶涉嫌

放火致一家4人死亡案已過去20多天。警方昨日通報指，莫某晶自稱

於事發當日，在客廳用打火機點燃茶几上的一本書，扔在布藝沙發上

導致火勢失控。她事發當天凌晨曾頻繁用手機查詢「打火機自爆」、

「沙發着火」、「窗簾着火」等與放火有關的關鍵詞信息。消防部門

指，物業管理單位存在安全管理落實不到位、應急處置能力不足問

題。

杭州縱火案物管應急能力不足
受害者家人籲重視高層住宅消防安全

據悉，杭州市上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酈兵指出，警方經過現場勘查、走

訪調查等偵查工作後，認定該事件係一
起放火刑事案件，該戶保姆莫某晶
（女，34歲，廣東東莞人）有重大作案
嫌疑。經審查，其對放火、盜竊的犯罪
事實供認不諱。7月1日，根據杭州市檢
察院批准逮捕決定，杭州市公安局對莫
某晶依法執行逮捕。
對於6月22日早上5時左右發生的火
災，導致一位母親和3個未成年孩子不幸
殞命，杭州市公安消防局參謀長陳駿華指
出，事發當天消防員到場後，由於室內消
火栓壓力不足，無法對火勢進行有效打
擊，內攻推進困難，只得沿樓梯蜿蜒鋪設
水帶。他指出，物業消防安全管理落實不
到位，物業管理單位未按規定嚴格落實巡

查制度，事後有關人員補填部分消防器材
檢查記錄表；物業管理單位應急處置能力
不足，火災發生後，消控室值班人員對消
火栓泵控制開關處於手動狀態不掌握。

沉溺賭博 多次偷盜財物
警方經查發現，莫某晶長期沉溺賭博，

負債纍纍，2015年初她外出避債打工，先
後在浙江紹興、上海從事保姆工作，為獲
取賭資，曾盜竊3名僱主家中財物，均被
發現後辭退。
去年9月，莫某晶受僱於被害人家中從
事保姆工作。自今年3月起，莫某晶再次
以手機為載體頻繁進行網絡賭博，為獲取
賭資，除了盜取被害人家中財物典當，還
以老家買房為借口，先後5次向被害人朱
某某借款共計11.4萬元（人民幣，下同）

用於賭博。6月21日晚，莫某晶將盜取的
被害人家中手錶進行典當獲得資金3.75萬
元用於網絡賭博，直至6月22日事發當天
凌晨2時04分，其賬戶餘額僅剩0.85元。

男僱主將建基金會 提升防火減災水平
受害者一家唯一的倖存者、男僱主林生

斌近日通過微博宣佈，將着手籌建「潼臻
一生」公益基金會，致力於提升中國高層
住宅防火減災水平，倡導房產開發商、物
業服務企業和社會各界充分重視消防安
全，促進家政服務業完善保姆的甄選管理
機制。目前該基金會還在擬籌建階段，在
通過有關部門核准審批前謝絕捐資，初步
考慮私募而非公募的模式。他表示，籌建
該公益基金與「6．22火災案」的善後處
理沒有關聯。

■杭州保姆縱火案受害者一家合照。
視頻截圖

■杭州保姆縱火案事發現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道）7月
16日深夜深圳西鄉一超市內的斬人事件引發
廣泛關注。記者了解到，目前事件已造成2
人死亡，9人受傷，犯罪嫌疑人被抓獲。昨
日，該嫌疑人家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稱嫌
疑人患有精神病。隨後不久，深圳警方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初步排除了嫌疑人有精

神疾病，檢察院已經批准逮捕。

造成2亡9傷
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區分局官方微博@平

安寶安通報：7月16日21時許，深圳寶安
區西鄉金港華庭沃爾瑪超市內，一名男子
持菜刀傷人。寶安警方接報後迅速趕赴現

場，將嫌疑人蔣某某（男，30歲，重慶
人）抓獲，並協助120將受傷人員送往醫院
全力救治。該案造成2人死亡，9人受傷。
昨日凌晨，@平安寶安再次通報，經初審，
嫌疑人蔣某某無固定職業，係單獨作案。
隨後，犯罪嫌疑人蔣某某的父親接受媒

體稱，兒子一直都患有精神病，自三四年

前出去打工後，他再未見過蔣某某。蔣某
某外甥也表示，蔣某某有精神病，犯病時
會打人，家裡人都被其打過。昨日中午，
深圳市公安局工作人員公開表示，目前，
初步排除疑犯蔣某某有精神疾病，檢察院
已經批准逮捕蔣某某，相關司法鑒定、醫
療鑒定等都會按法律程序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甘肅白銀市
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震驚
全國的「白銀連環殺人案」，今日上午9時在
白銀市白銀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不公開開庭審
理。被告人高承勇被檢方指控犯故意殺人罪、
強姦罪、搶劫罪、侮辱屍體罪共「四宗罪」。
1988年至2002年，甘肅白銀市和內蒙古
包頭市接連發生11起強姦殘害女性系列殺
人案，導致11名女性被害，受害人中還包
括一名8歲的女孩。距離首次作案28年後，
52歲的犯罪嫌疑人高承勇於去年8月在白銀
市工業學校一小賣部被警方抓獲。
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趙永奇介

紹，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殺人案由白銀
市公安局偵破，並於2016年8月27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捕。隨後，白銀市
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高承勇犯「四宗罪」，
向該院提起公訴。

甘肅連環殺人案今開審

浙直播平台逾千女主播被封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全國「掃

黃打非」辦公室昨日通報，浙江「掃黃打
非」部門近期查辦了「老虎直播」平台傳播
淫穢色情信息案。經查，該平台註冊會員
108萬餘人，涉黃女主播達1,000餘人。
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有關成員單位

進一步採取措施治理網絡直播亂象，加強對
網絡直播平台的規範管理。今年1月至6月，
已查處關閉違法違規直播平台73家，累計關
閉91,443個直播間，清理120,221個用戶賬
號，封禁 38,179 個違規主播賬號，並將
1,879名嚴重違規主播納入永久封禁黑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網報道，北京
首都機場吉祥航空北京至上海HO1252航
班，7月16日早上發現有乘客逃票行為。據
當時同機乘客和此前媒體報道，該航班在客
齊後乘務組覆檢人數時發現旅客人數不對，
核對後發現多出1名兒童，該兒童未買票且
順利通過安檢口和登機口，導致全部乘客下
機重新安檢，致使航班延誤5個小時。昨日
上午記者與首都機場取得聯繫，提出「此次
逃票事件是否因為機場安檢疏忽所致」，機
場方面表示「正在核實」。

家長掩護小童 無票照登機

杭州西湖古洞
盛夏11℃成避暑聖地

■■昨日昨日，，北京一家名為北京一家名為「「享睡空享睡空
間間」」的共享睡眠艙被查封的共享睡眠艙被查封。。中新社中新社

■■杭州玉皇山紫來杭州玉皇山紫來
洞洞，，氣溫最低的地氣溫最低的地
方只有方只有1111℃℃。。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內地興起
「共享睡眠艙」

從滴滴打車到共享單車，內地興起的「共享

經濟」，逐步覆蓋人們生活方方面面，不少商

家都想搭「共享」便車。最近在北京、上海、

四川，相繼出現所謂「共享睡眠艙」，但很快

便暴露出安全方面的問題，需要停業整頓。

■綜合浙江在線、網易、澎湃新聞及

《北京青年報》報道

■43歲的陳永國潛入井中，成功關
掉消防栓閥門止住了水。 網上圖片

近日，在北京、上海、成都等一
些城市，陸續出現以「無人酒

店」模式管理的「共享睡眠艙」。
24小時營業，沒有服務員，沒有押
金、沒有額外計費，不用登記身份
證，開門就能睡。業者說針對的是
需要午休的上班族等人群。「共享
睡眠艙」發起運營方「享睡空間」
的項目運營專員表示，下一步，公
司計劃在南京、青島、深圳設點。

午睡高峰段 睡眠艙全滿
在上海火車站附近一寫字樓內的

「共享睡眠艙」，分上下兩個床鋪，
艙門外形科技感十足，酷似宇宙太空
艙。裡面有恒溫空調、小風扇、
Wi-Fi、插座。這種「共享睡眠艙」需
要手機掃碼才能進入，關起艙門自動
鎖緊。入住可免費領取太空毯、一次
性床單、一次性枕巾和濕紙巾。艙內
床約為2米長，1.2米寬。功能齊全，
有「太空藍」裝飾燈、電源接頭、

USB接口，還有一個風速調節旋鈕，
可以調節艙內進風量大小。
工作人員介紹說，第一次手機掃碼

使用睡眠艙可以免費體驗半小時，在
11點至14點的高峰時段每3分鐘1元
（人民幣，下同），其餘時間每5分
鐘一元。每次30分鐘起，每天最高
58元封頂。記者在中午的高峰期到北
京一處「共享睡眠艙」，發現六個
「共享睡眠艙」全滿。

密閉性強 缺乏空氣流通
「睡眠艙挺實用的，這兩天我同事

都來體驗過。」在附近辦公樓內一
創業公司工作的李小姐表示，這對
經常要加班缺覺的白領來說是很不
錯的選擇。不過不少體驗過的用戶
也反映，艙內有時會存在異味，儘
管「享睡空間」負責人介紹，除了
一次性床具用品外，一天會有兩次
在無人的時候除蟎，一周還會清洗床
墊。但是由於密閉性太強，空氣流通

成為大問題。雖然有換氣扇，但記者
體驗時還是聞到艙內的空氣不太清
新，也有經常使用的用戶表示，住過
有「腳臭味」的睡眠艙。北京中關村
一處「共享睡眠艙」被查封，據稱也
涉及衛生和管理問題。
此外，「共享睡眠艙」在消防等

經營措施方面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
規目前依舊存疑，全封閉設計的睡
眠艙在發生火險和其他突發意外時
能否順利逃生？上海「享睡空間」
有關負責人就在回應「是否已經通
過了消防部門許可」的問題時表
示，「這個問題正在與消防部門溝
通，聽取他們的意見。」
也有體驗者擔心，「共享睡眠

艙」暫時沒有對入住者身份、性別
等作出限制，倘若只要掃碼就可順
利進入，而沒有相應的前置性條件
加以規範，難免出現男女混住局
面，甚至讓極個別別有用心者有機
可乘，潛在風險不容低估。

昨日是農曆六月二十四日，紀
念關帝誕辰1,857周年慶典祭祀
活動如期在山西常平關帝家廟舉
辦。來自內地和港台地區逾20
個代表團及眾多關公信眾齊聚於
此，參加關帝誕辰大型祭祀朝拜
活動。
當日上午，眾法師步履輕盈、

手執法器登壇，以最虔誠的姿態
祈求國運昌隆，風調雨順；在聲
勢浩大的祈福法會結束之際，鞭
炮齊鳴中數千隻和平鴿飛向藍
天。
關公名羽，字雲長，生於公元

160年，卒於公元219年，為今
山西省運城市常平鄉常平村人。
關公去世後，其形象逐漸被後人
神化，成為民間祭祀的對象。此
後，關公故事至明代中葉流傳已
十分廣泛，其忠義形象也因此深
入民心。
山西常平關帝廟為海內外唯一

的「關公家廟」，廟中供奉着關
公始祖及關公上三輩祖父母的生
像，是關公及關公文化的崇拜者
和關注者嚮往的聖地。常平關公
家廟與解州關帝廟、關帝祖塋並
稱「三關」。 ■中新社

酷暑天，除了空調房，還有哪裡適合
「避暑」？記者在整理「涼爽寶地」清單
時發現，浙江杭州第一自然避暑點，非玉
皇山紫來洞莫屬，那裡在烈日直射的中
午，氣溫最低的地方竟然只有11℃。
杭州鳳凰山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幫記者做

了一個氣溫測試，7月 16日中午 12點
半，烈日當頭，洞外溫度少說也有近
40℃，可一進洞，溫度立即「跳水」，洞
口溫度僅為28℃，越往裡溫度就越低，
最底下一層只有11℃ ，第二層19℃ ，第
三層24℃ 。 ■《青年時報》

受今年第4號颱風「塔拉斯」影響，三亞迎
來強降雨天氣。7月16日上午10時許，海南天
涯水業東部供水有限公司管網部經理陳永國接
到海棠區指揮中心派來的工單，便連忙和一名
同事趕往現場。「聽說颱風把樹吹倒了，挖掘
機清理時又把樹旁的消防栓挖斷了，水一直噴
出來。」陳永國在供水公司做了20年，每當颱
風等緊急情況，他幾乎都沖在第一線。
趕到海棠區林旺北路，陳永國看到紅色消
防栓已經由垂直變成傾斜，一道白色水流直

直噴向路邊，而在一旁，倒下的樹木已壓住
了控制閥門井的井蓋。

7分鐘下潛12次
憑借多年的工作經驗，陳永國立刻想到了
兩套解決方案。一是找到這條管線的總閥門
並將其關掉，但這樣會影響沿線千餘名人員
的正常用水；二是直接關掉這個消防栓的控
制閥門，但由於降雨和噴水，此刻近2米深
的控制閥門井內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不能讓那麼多人無法正常用水。」陳永
國很快便放棄了第一套方案。他和同事找來
工具，打開了控制閥門井的井蓋。不出所
料，井中已存在積水情況。
陳永國脫去衣服，蹲下身子，一手拿着水
管鉗，一手在井中四處摸索。在大約7分鐘
內，經過12次下潛，他終於成功關掉了控制
閥門。但風雨還沒有停歇，匯報完工作後，
陳永國簡單整理了下衣物，再次奔赴應急一
線。 ■南海網

關
帝
誕
辰
日

海
內
外
信
眾
齊
聚
山
西

三亞「潛水哥」颱風中搶修消防栓

衛生消防隱患堪憂衛生消防隱患堪憂

■■共享睡眠艙功能齊全共享睡眠艙功能齊全，，有空有空
調調、、Wi-FiWi-Fi、、充電插座充電插座、、「「太太
空藍空藍」」裝飾燈等設施裝飾燈等設施。。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