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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遛弯，看女子长得漂亮欲
行不轨，遭到激烈反抗。男子一怒之
下将对方强奸后杀害。由于技术原
因，此案沉积了19年。

随着刑侦技术水平发展，沈阳警
方根据当年留下的物证，运用现代化
科技手段再次追查，将辽宁海城市男
子抓获。

2001年8月11日，沈阳市公安局

铁西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铁西区
南十二西路劳动公园树丛内发现一
具赤裸的女性尸体。案件发生后，警
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但
由于受当时刑事技术条件限制，此案
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2020年12月，铁西分局利用公安
最新科技手段，对当年现场遗留的物
证进行比对，发现高某具有重大作案

嫌疑。
12 月 13 日，民警根据掌握的线

索，在海城市马凤村将犯罪嫌疑人高
某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高某对
其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在19年前，高某只是从海城
来沈阳打工的一个普通农村青年。打
工的辛苦和年轻的旺盛精力，让高某
脑海里总是闪过一些暴力的想法。

案发当日，高某趁着打工间歇，
一个人去劳动公园遛弯。这时一名
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尾随女子至偏僻之处，高某突
然动手，将女子按倒在地，不顾该女
子反抗，将其强奸后掐死，并将尸体
拖拽至景观树丛下后潜逃。

之后，高某甚至辞掉工作逃回了
海城老家。之后的19年里，高某像普

通人一样生活，但是每次想起在沈阳
犯下的罪行，他的心里就打冷战。尤
其是害怕见到警察，他总是躲着走。
当警察真的在19年后找上门时，高某
反而松了一口气。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故
意杀人犯罪已被铁西分局依法予以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19年前劳动公园强奸杀人案告破

近日，凌源市在 24 小时内连续
发生两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其中一起
致人死亡，一起致人重伤。凌源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三
位民警持续奋战三天两夜，将两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迅速侦破。

12月5日0时46分，凌源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在凌源东火车
站门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
与两名骑自行车的行人相撞，致两名
行人一死一伤，肇事车辆逃逸。

接到指令后，李大勇、高明、杨致
轩三位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
勘查，事故现场除了两辆倒在地上的
自行车以及一个疑似肇事车辆遗落
的米色后视镜之外，再无其他有价值
线索。

“结合沿途监控分析研判，我们
判断嫌疑车辆驶往了一居民小区。
于是，我们迅速到达该小区附近，经
过近一个小时详细摸排，终于在该小
区附近菜市场一侧一处较为偏僻的
路段，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为了进
一步证实该车确为肇事车辆，我们又
立即调取对面商铺监控录像，但是视
频画面并不清楚。凭借着多年的工
作经验，通过灯光判断出了该车的驶
入时间，我们推断出这辆车就是肇事
逃逸的车辆。”负责案件的民警李大
勇说。

民警随即与车主取得联系，车主
称已将车借与尚某。民警又辗转与
尚某取得联系，尚某声称自己并未在

家中，后经民警口头传唤，迫于压力，
最终尚某在凌晨 4 时 30 分左右到达
凌源交警大队。

接受询问之初，尚某矢口否认肇
事逃逸行为。然而，在大量证据面
前，他不得不低下了头，民警随即带
尚某通过采血进行了血液酒精检
测。最终，尚某对其无证、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此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三位民警

历时 4 个小时刚刚破获完这起交通
肇事逃逸案。当日6时，他们再次接
到 110 指令：在刀尔登镇南店村路
段，一行人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货车
撞倒，伤势严重，肇事车辆逃逸。

因为事故处理中队实行 24小时
值班制，警情就是命令，接到指令后，
三位民警又立即赶赴了现场。

民警李大勇说：“经对事故现场
进行仔细勘查并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我们发现肇事车辆疑似为一辆轻型
货车，车辆驾驶室左上方装有喇叭，

后尾灯不亮，车两侧有反光条。后经
详细摸排发现，该车经过杨杖子镇转
盘后向刀尔登方向行驶至向东玻璃
厂，但在下一个监控点并未发现该
车。”

那么这辆车究竟去了哪里呢？
该处路段有一丁字路口，分别是三道
河子乡和刀尔登镇方向。三位办案
民警在调取并查看了多处监控录像
后发现，在杨杖子镇柏杖子金矿处这
辆车又出现了，只见该车在此处兜转
一圈后又返回。他们随后按照车辆
相关信息明确了驾驶人，并调取了驾
驶人住所周围的监控录像，最终确认
驾驶人已回到家中。当日下午，民警
赶到嫌疑人家中，但是嫌疑人拒不承
认，而且其驾驶的货车也确实与肇事
车辆有外观上的差异。

经查，该嫌疑人此前曾有过交通
肇事后伪造现场行为，具有一定的反
侦查能力。于是，民警连续奋战三天
两夜，调取了 30余处监控录像，经过
大量工作最终确认嫌疑人在逃逸期
间曾到河北省汤道河子镇修理厂修
车，并将嫌疑车辆左上方喇叭卸掉，
保险杠由黑色更换成白色，将新灯更
换成旧灯。

调查期间，办案民警环环相扣、
紧追不舍，面对铁证，嫌疑人最终投
案自首，对其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记者 张辉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
份财产损害赔偿的判决书，投资者因
购买理财产品暴亏，最终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银行方赔偿 200 多万
元。买理财亏了银行还要赔损失？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自 2014 年起，孙某开始在某股
份制银行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根据其
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孙某属于平衡型
的投资者。此后，孙某便一直通过理
财经理购买年化收益率较低，但同时
风险评级也低的理财产品。

期间，并没有大问题发生。直到
2015年6月10日，理财经理向其推荐
三种理财产品并建议其立即购买后，
孙某的投资之路急转直下。

孙某这一次理财投入的金额高
达 900 万，三种产品分别为“民生稳
健成长”“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和“添
富外延增长”，各占300万。

如此大额的理财产品，银行除了
未以书面形式告知孙某本次购买的
产品内容、风险提示以及购买和赎回

方式等事项，也没有对其做书面的风
险承受度评估。而关于这三种产品，
均为股票型基金，内部风险评级均为
高风险。

2015 年 6 月 16 日，经了解，孙某
认为上述三种理财产品不符合其投
资目的和投资方向，随后到银行要求
理财经理为其赎回上述三种理财产
品，当日基金账面资金为8528863元，
已亏损超 47 万，但却遭到了银行理
财经理的劝阻。

2015年6月29日，孙某再次到银
行，要求银行为其赎回全部的理财产
品 ，当 日 孙 某 的 基 金 账 面 资 金 为
6942312 元，最终赎回后的回款金额
为6342370.91元，这也意味着孙某共
损失超 265万。巨额损失下，孙某向
法院起诉了该银行。

2015 年 6 月正是 A 股冲顶后暴
跌的时候。2015 年 6 月 5 日，上证指
数突破了 5000 点，并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创下 5178.19 的高点。随后，股
市急转直下，到 2015 年 6 月 29 日，大

盘已跌到4053.03点。
根据该股份制银行提交的天天

基金网的网站截屏，孙某购买的三支
股票基金，曾一度涨至 928万元。也
就是说，在此期间，孙某某的三种理
财产品实现过盈利的，如果早点脱
身，可能不会亏得那么惨。

对此，银行方认为：银行工作人
员只是告知此时办理会有亏损产生，
但最终是否办理赎回的操作权限在
孙某手中。孙某可以自行赎回案涉
基金，到该银行处办理赎回并不是唯
一途径。银行认为“不应承担本案孙
某损失的主要责任”。

经一审、二审，案件来到了再
审，法院认为，银行系案涉“民生稳
健成长”、“鹏华医疗保健股票”、“添
富外延增长”三种理财产品的代销
机构，孙某某通过银行购买上述三
种理财产品，双方构成金融服务法
律关系。

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投资
者相对于银行而言，自身的金融知

识和能力有限，对理财产品的信息
掌握能力有限，往往不能真正理解
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依赖于金融
机构的推介和说明。根据规定，金
融机构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应当向
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
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
估，只能向投资者销售风险等级等
于或低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的理
财产品。

法院认为，银行的理财经理在向
孙某某推介三种理财产品时，并未重
新对其做书面风险承受度评估，也未
告知其产品的风险等级。而孙某某
发现后要求赎回时，银行理财经理也
未能实时告知风险，继续劝解其不赎
回，继续持有，导致孙某某遭受更大
损失。银行对孙某某的亏损存在重
大过错，对孙某某本金损失应承担主
要责任。

为此，法院判决：银行赔偿孙某
某本金损失2126103.27元及利息。

红星新闻

“咱这片供暖不达标，有的
窗帘挡得严严实实，有的房门里
边挂上棉门帘，空调、电暖器和
电褥子什么的能用的全都用上
了，电费每月多了好几百……”

近日，有市民向辽沈晚报投
诉沈阳市延边街数栋居民楼室
内温度低，尽管换热站就在不
远，但暖气温度始终上不来，室
温也达不到18度。

12月20日，多位居民找到换
热站，工作人员称去过居民家检
查维修，居民则表示“他说的到
家里维修就是放水”。

“给我们供暖的是荣恒热
力，大约有3年时间了。”12月20
日，市民“海波”表示，之前的锅
炉房改成了换热站，但荣恒热力
供暖后室温不达标，“今年冬天
很冷，我们延边街这几栋楼住着
不少老人，可遭老了罪了！”

当天下午 3时许，辽沈晚报
记者来到延边街。10 号楼几位
居民聊起供暖的事，纷纷表示

“家里不暖和”，一位3楼女士表
示家中 90岁的老母亲整天穿着
棉袄棉裤。

她在家中扳着手指细数着
保暖措施，“空调，电褥子，棉门
帘，咱交了采暖费还得额外再多
掏电费，我家是双阳的户型，比
别人家还能暖和点呢，就这不开
空调都达不到18度！”

在她家楼下的 2楼居民家，
一位女孩穿着睡衣披着棉袄打
开房门，一边喊着“太冷了”，一
边把邻居们让进屋内，迅速关上
了房门。她家窗帘把整个窗子
挡了个严严实实，北阳台门紧
闭，卧室内电暖器正在工作，女
孩抱着电暖器，把脚跟紧紧贴在
上面。

“电褥子、电暖器是必须的，
一个月电钱得六百多。”女孩说，
此前卧室里一盆花被冻得打蔫
儿，用上电暖器后这盆花慢慢缓
了过来。客厅里的冰箱上放着
一个温度计，显示室温在16度左
右，女孩说“这还是用上电暖器
了，不用的话能有10度出头就不
错了。”

当天下午 4时许，几位居民
和辽沈晚报记者一起来到不远
处的换热站。换热站工作人员
表示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会逐
个上门检查维修，但有居民表
示“他说的到家里维修就是放
水，放完水也不见效，我们感觉
换热站给的压力不够……”

根据换热站门口张贴的投
诉举报电话，一位居民当场拨打
过去，荣恒热力一位男工作人员
接听并表示记录下了楼号和门
牌号，会尽快派人上门检查维
修。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买理财产品19天暴亏
为什么判银行赔200多万元

他撞人重伤逃逸“改头换面”终落网

12月5日凌源连续发生两起肇事逃逸，交警在勘查事故现场。凌源警方提供

暖气不热
空调电暖器全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