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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2月
18日电 记者18日从内蒙古自
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呼格吉勒
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
犯罪，已于17日下午被检察机
关带走，接受调查。

1996年，呼和浩特市“4·9”
女尸案即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
时，冯志明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专案
组组长。

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在呼格吉勒图案再审
宣判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对错
案责任问题进行调查，并严肃追
究责任；当日下午，内蒙古高院
成立调查组，对法院系统造成错
案错判负有责任的人员依纪依
规展开调查。16日，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成立调查组，对
检察系统造成呼格吉勒图错案
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同
时，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宣
布，经对1996年“4·9”案进行
审查，已就赵志红的该起犯罪事
实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
杀人罪、强奸罪。

呼格家属：
如果是140万
肯定不会接受

17日傍晚，李三仁夫妇与

律师签订代理协议，正式启动
申请呼格吉勒图案的国家赔
偿，其家人希望能在春节前结
束这一工作，以便这件事早点
了结，一家人过上普普通通老
百姓的生活。。

有媒体报道，呼格家属至
少可获104万元国家赔偿，对
这一数目，呼格吉勒图母亲尚
爱云表示不会接受。

尚爱云表示，申请国家赔
偿，一切依据国家的相关条
款，不会漫天要价。但如果是
网上所说的 140 万或者 104
万，“肯定不会接受”。

对于国家赔偿的具体数
额，呼格家属有比照的标准，
分别是浙江叔侄奸杀冤案以及
发生在内蒙古包头的王本余奸
杀冤案。浙江张氏叔侄入狱10
年，获赔220余万元；包头王
本余入狱18年，获赔150万。

“这些人都还活着，关键
我儿子都死了！”尚爱云表
示，如果呼格吉勒图还在，
以他在烟厂的工作，现在一
家 人 的 生 活 会 很 好 。

(据新京报)

山西省公安厅

原副厅长
李亚力被逮捕

新华社太原 12月 18 日电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18日对外公
布消息称，12月9日，该院依
法决定，对山西省公安厅原党
委委员、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
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亚力
（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决定逮
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家人名下曾有29套房

郑州“房妹”之父
被判25年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8日电
18日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郑
州“房妹”案在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房
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
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因犯挪用公
款罪、贪污罪、受贿罪、行贿
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
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2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9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2012 年 12 月，微博爆料
称，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的
90后女孩在郑州某一经济适用
房小区拥有 11 套房产，堪称

“房妹”。随后，郑州市成立专案
组核查。据查“房妹”真名翟家
慧，父亲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
原局长翟振锋。翟家4口人，共
有8个户口。除翟振锋名下无房
产外，其余3人名下曾有29套房
产。2013年1月，郑州市检察院
对翟振锋一案立案侦查。

17日，“这里是新疆”博主
爆料：日前，新疆库尔勒市一位
年迈的拾荒老人携老伴来到一家
商场，用积攒多年的零钱买了一
枚钻戒送给了老伴，感动了现场
很多人。老人说：“苦了一辈子，
就想让老伴开心一下。” （中和）

年迈拾荒老人
为老伴买钻戒

呼格吉勒图错案追责

专案组组长
冯志明被调查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厂宿舍旁的
女厕内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前
往公安机关报案的呼和浩特市卷
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
手，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
图死刑并立即执行。2005 年，
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
红落网，其交代的17起案件中
包括“4·9”女尸案，从而引发
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
泛关注。2014年12月15日，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再
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

公开报道显示，当年侦破
“4·9”女尸案后，包括冯志明
在内的许多警官，因为“迅速破
获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
奖的表彰。

案发时冯志明任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副局长，此后他
一路升迁。2002年时，已担任呼
和浩特公安局缉毒缉私支队支队
长；2006年12月，职务已是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禁毒委主任、区政府
副区长、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1年，冯志明被任命为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政治部一自称姓
涂的工作人员对媒体证实，冯志
明还是区分局局长，只是兼任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但次年，冯志
明的职务已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冯志明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的多名同事证实，2014年11月
20日内蒙古高院宣布呼格吉勒
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后，冯志明就
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未上
班，并且至今没有在公开场合露
面。期间，冯志明按照上级要求
上交了工作配枪。

曾因速破呼格案获表彰十余年多次升迁

另据“搜狐网”报道，当年
负责公诉呼格吉勒图的检察官名
叫彭飞。2011年6月，呼和浩特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去
了彭飞的检察员职务。目前，其
已退休在家。

在呼格吉勒图案一审判决中
担任代理审判员的宫静，今年1
月22日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另一名
代理审判员胡尔查，也于今年由
中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升任执
行监督庭庭长。

呼格吉勒图案二审期间，
负责此案的审判长杨小树，已
从内蒙古高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庭长，升任副厅级审判员。据
交叉信源介绍，杨小树在此案

中并未参与审判，却在审判书
中签字。

一位知情人士曾多次向高层
反映杨小树在此案中的问题。据
其分析，杨小树的任职受到了呼
格吉勒图案的一定影响，“副厅
级审判员一般都会兼任副院长，
但他没有”。

（澎湃）

呼格案公诉人、法官今何在?

1996 年，内蒙古当地媒体
刊发 《“4· 9”女尸案侦破
记》，记录了警方侦破该案的过
程。报道称，“当冯志明副局长
观察了现场后，他的脑海里已经
象（应为像）沙里淘金似地不知
筛过了多少遍。而当他和报案人
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
扉象 （应为像） 打开了一扇窗
户，心情豁然开朗了。来现场时
一路的思绪，已缕出了头绪。”

报道接着写道，“冯副局

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
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扫向还在
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
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两个男报案人正是呼格吉勒
图和他的同事闫峰。他们发现厕
所女尸后，跑到附近的治安岗亭
报了警。根据这篇报道，警方之
所以怀疑两个报案人，逻辑是

“一个公厕内有具女尸，被进厕
所的人发现，也许并不为奇。问
题是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

女厕内有女尸？”
就这样，呼格吉勒图和他的

同事闫峰，就从报案人变成了被
怀疑者。这篇报道称，在审讯呼
格吉勒图时，“由于呼的狡猾抵
赖，进展极不顺利”。随后，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亲自来
到新城区公安分局，听取案件进
展情况，并做出三点特别指示，

“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
转”。随后，呼格吉勒图给出了
有罪的“供词”。

警方如何冤枉了呼格吉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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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八名警员到过命案现场
《“4·9”女尸案侦破记》

这篇报道，还点出了其他参与办
案的警员名字。

根据报道，接到报警后，新
城区公安分局政委毅鹏、副局长
冯志明，刑警队队长刘旭，教导
员卡腾，刑警队副队长任俊林、
赵月星及刑技干警们，立即驱车
前往现场。

到现场后，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局长王智、副局长苏雅，已率
市局刑警大队的同志们赶到现
场。王智对分局领导们再三强

调，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迅速
破案。

公开资料显示，在当年的呼
和浩特“严打”先进集体和个人
表彰大会上，当年的刑警队队长
刘旭获得个人三等功，后来交流
到了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公安局，
目前担任该局副局长。

据报道，当年担任新城区公
安分局局长的郑润民，于1999
年调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国内安
全保卫支队，现担任支队长。郑
曾于200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当年曾到新城区公安分局对

呼格吉勒图案做出“特别指
示”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
长，后被交流到包头市任公安
局局长。2004年时，公开报道
显示，他已担任包头市副市
长。2007年的一则公示信息显
示，王智拟提名任内蒙古公安
厅巡视员。2009年时的活动报
道显示，王智已任自治区公安
厅巡视员。另据知情人士透
露，王智现已退休。

济南市委书记
王敏被调查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
书记王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和）

冯志明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