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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版
省城一公司起火 200 多平米竹板成焦炭

合肥

昨日 14 时左右，省城双凤工业区合肥兴东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大院内堆放的竹板燃烧起来。约两个小时后，火灾被扑灭，未造成
人员伤亡。大约 200 多平米的竹板被烧成焦炭。目前，
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 鲁龙飞

十三岁少年陷进色情“链条”

小小年纪就去散发色情名片，
警方顺藤摸瓜捣毁卖淫组织
13 岁少年小区行窃被抓获，从其身上搜出大量色情名片。原来，少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皮条客”。警方循迹追踪，盗窃案竟牵出一个规模庞
记者 王涛 倪路

大的卖淫团伙，
“鸡头”手下不但掌握十余名卖淫女，
还有多名专门散发色情名片揽客的少年。

窃贼身上搜出色情名片
2010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省城和平路
附近一小区内发生一起盗窃案件，两名少
年企图盗窃一辆电动车，
不料被居民发现。
居民们立即对盗贼展开围堵，当场抓
获一人，随后报警。巡控民警火速赶到现
场，经审查，该少年还未满 14 周岁，名叫小
王（化名），安庆人。
民警从其身上搜出螺丝刀、撬棍等多
件盗窃工具，
同时还发现大量色情名片。

13 岁少年竟是
“皮条客”
小王告诉民警，2 个多月之前，有一个

为了能分辨出“生意”到底是谁揽的，

在网吧认识的女孩把他介绍给了徐姐。徐

小王和其他散发名片的少年在各自散发的

姐是个“鸡头”，手下有很多卖淫女，为了揽

名片上附有本人电话，一笔卖淫赃款可提

生意，印制了大量的色情名片，他和其他一

三成。

些少年一起，帮徐姐分发这些名片，揽“生
意”
。

系，这些人每次介绍生意后，要从赃款中抽
走六成以上的“介绍费”
。
2 个多月时间，小王成功揽到约 20 笔
“生意”，赚了几千元钱。案发前段时间一

小王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的提成非
常少，徐姐还与另一帮职业“皮条客”有联

直没有“生意”，口袋里的钱花光了，这才伙
同他人一起盗窃电动车。

无业妇女组织多人卖淫

小王交代说，自己辍学后没有找工
作，几个月前到合肥来玩，认识了一帮和

通过对小王的讯问，民警意识到在其身

徐姐是合肥人，40 多岁，无业。她告诉

为了能揽到更多的生意，徐姐还印制了

他一样的“不良少年”，因为没有钱花了才

后隐藏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卖淫窝点，遂全力

民警，因为自己没有职业，所以一直想找点

色情名片，并通过卖淫女收罗了一帮“不良

去盗窃，
第一次作案就被人抓住。

对徐姐展开调查。

生意做做。2010 年下半年，她听一个朋友说

少年”，帮她散发。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徐姐

组织“小姐”卖淫能赚大钱，便瞄准了这一

共网罗了十余名卖淫女和 5 名散发名片的

行。2010 年 9 月份，她伙同情夫徐某某，在

少年，卖淫团伙规模不断扩大。短短几个月

凤阳三村租了一套民房，作为“办公场所”，

时间，她已经获利 2 万余元。

如果这是第一次盗窃，那小王之前靠
什么生活呢？

经过 2 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渐掌
握了徐姐的犯罪情况以及其真实身份。

民警加大了审查力度，小王最终交代

今年 3 月 3 日凌晨，警方突袭徐姐位于

了自己的“职业”。原来，他随身携带的那

三里街凤阳三村的窝点，一举将徐姐及其情

些色情名片就是他的财路。

夫徐某某抓获归案。

又在街面上网罗了一批卖淫女到麾下，便

昨日合肥“高处不胜寒”

一家老、幼、孕 3 人被撞伤

受害人索赔200万元
星报讯（包刑 记者 雷强） 驾车将

一工人在建桥面上坠下身亡
星报讯（记者 张敏 文/图） 昨天上
午 7 时 40 分，春寒料峭。在省城芙蓉路与
工干活，在一截高约 15 米的桥面上，数名

45 岁，家有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陶师傅

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拆除桥面上的水泥

的妻子也在附近打工，闻知噩耗后立即赶

靠板，突然一场意外发生了，一名姓陶的安

到医院，但遗憾的是，她还是没能见到丈夫

装工人从桥面上坠下，
当场不省人事。

的最后一面。

恰好经过事发地点的一名目击者告诉

一个月前，陶师傅为了挣钱养家糊口，

记者，当天经过该路口时，一名男子突然从

来到该工地上当起工人，是家中的顶梁柱。

的一个铁支架后跌落地面。
据了解，由于该工人头部着地，当时就
已经无法开口说话。当工友们惊慌失措地
将伤者送往仅一路之隔的安医二附院紧急

停车救人反而驾车逃逸。昨日，合肥市
包河区法院审理了此案。庭审中，3 名被

终因为颅脑重度损伤不幸身亡。
据悉，死者陶师傅为阜阳太和人，今年

桥面上落下，身体砸中了固定在桥面半空

一家三代人撞伤后，肇事司机不但没有

抢救时，伤者的生命迹象已经很微弱。最

宝塔路交口一在建工地上，工人们早已上

目前，
该起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开张”
了。

害人共提出了 197.5 万余元的索赔要求。
2010 年 11 月 14 日，张某饮酒后驾驶

一辆轿车由省城宿松路由南往北行驶，
至黄山路口将 3 人撞倒。张某逃逸，后
被巡控民警抓获。
庭审中，记者了解到，被撞伤的 3 名
受害人系一家祖孙三代。其中，年龄最
小的才 13 个半月大，还有一位怀孕 7 个

在医院外，一名工人告诉记者，陶师傅

多月的孕妇。目前，受伤老人生活不能

是在拆除桥面的靠板过程中意外坠下的，

自理；孕妇右眼神经受到重创；受伤幼儿

“每块水泥靠板都很重，可能人一下子重心

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疗，从脑袋插了一

不稳跌下来了。
”
事发现场

目前，
辖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根管子到腹腔，以后管子都拿不掉。据
悉，受害人亲属总共索赔 197.5 万多元。

以身试法难报
“恩”

15 岁少年 9 楼坠落摔成重伤

男子为替人讨债拘禁他人

星报讯（记者张敏） 年仅 15 岁的孩子唐

省城当涂路与颍河路交口的一小区内，一

高，
发现时少年头部有血，
已经不能说话。

星 报 讯（马 文 娟 记 者 宋 才 华）

文（化名）从 9 楼家中坠下，幸好落在绿化

名摔在绿化带里的少年被巡逻的保安发

在医院，记者看到，受伤的唐文头部包

2010 年 11 月 27 日，警方在合肥市瑶海区

带上，才捡回条性命。唐文的父亲表示，孩

现，并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循着坠落点找

扎着纱布，嘴部和鼻子处插了管子，暂时无

临淮路某小区 6 楼，解救了一名被非法

子估计是因为闹情绪，
自己从楼上跳下的。

到了孩子的家人后，小区保安了解到，少年

法说话。唐文的父亲表示：
“他自己从楼上

拘禁的男子，并当场抓获一名看守他的

竟然是从 9 楼掉下来的，差不多有 20 多米

跳下去的，估计就是因为闹了点情绪。
”

男子。几日后，另外一名男子主动投案。

事情发生在昨天清晨 6 时 40 分许，在

据投案男子交代，他名叫王航，曾先

碰到电老虎 男子被“咬”身亡
星报讯（朱沛炎 记者 张敏） 昨天下
午 4 时 10 分许，在省城当涂路桥唐桥停车
场南侧 50 米外的东侧，一名中年男子被人
发现蜷缩在地上。
该男子的右胳膊被电击，保持上扬的
姿势，面部青紫，侧仰在一处高压变压器

后入狱 5 次。坐牢期间，王航的小姨子
姚瑶主动承担起照顾他家人的职责。王
航在狱中因病保外就医回到合肥，见到

又讯（记者 张敏） 昨天夜里 21 时 50

了家人。姚瑶称有人因生意上的事欠了她

分许，在省城包河大道与锦绣大道交口一

一笔巨额债务。王航为了报恩，
将索债的事

混凝土搅拌站内，发生一幕惨剧，一名男性

揽了下来。此后，
王航找到狱友赵康帮忙，

抢救后，医护人员发现男子已无生命体征，

工人在卸沙过程中遭遇不测，整个身体被

将欠债男子非法拘禁起来，
直到案发。

早已死亡多时，初步判断系电击死亡。目

泥沙埋住，导致头部受重创，致其当场死

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处理中。

旁，恰好被附近一电焊工发现，并及时拨打
了报警电话。
当该男子被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近日，两人将以非法拘禁罪被提起
公诉。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