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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5月14日电 哈尔
滨铁路公安局14日表示，5月2日黑龙
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击毙一名
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事发后，哈尔滨
铁路公安局组成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
展全面调查。截至目前，调查工作已基
本结束，事实已查清。调查认为，民警
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符合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
部相关规定。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表示，在调查
中，调查组进行了现场勘查、尸体及枪
弹检验，调取了现场视频资料，赴济南、
大连、伊春、齐齐哈尔等十余个城市，走
访近100名旅客群众，找到60多名现
场目击证人，逐一调查取证。

经查，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
丰收乡农民徐纯合（男，45岁，持当日
庆安－金州的 K930 次列车硬座客
票），与其母亲权玉顺（81岁）携 3名
子女去大连金州走亲。12时许，徐在
庆安站候车室进站入口处故意封堵通
道，并将安检通道的旅客推出候车室
外，关闭大门，致使40余名旅客无法
进站，扰乱车站秩序。保安人员制止
无效后，到公安值勤室报警，民警李

乐斌接报后前来处置，对徐进行口头
警告，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徐不
听劝阻，辱骂并用矿泉水瓶投掷民
警。民警随即对徐的双手进行控制，
迫其闪开通道，让被阻旅客进站。在
民警准备将其带到值勤室时，徐继续

对民警辱骂并用拳头击打。期间，徐
做出从腰间掏摸动作，民警拔枪戒
备，见徐未掏出凶器，即把枪放回枪
套，随后返回值勤室取警械。徐紧随
其后追至值勤室，踢踹值勤室房门。
当民警取出防暴棍制服徐过程中，徐

抢夺防暴棍，并拳击民警头部。民警
使用防暴棍和拳脚还击，但未能将其
制服。期间，徐先将其母向民警方向
猛推，后又将自己6岁的女儿举起向
民警抛摔，至其女落地摔伤，徐趁机
抢走防暴棍，抡打民警头部。危急情

况下，民警取出佩枪，对徐口头警告，
徐继续用防暴棍抡打民警持枪的手，
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民警开枪
将徐击中。车站派出所随即拨打120
呼救，25 分钟左右 120 医生赶到现
场，确认徐已死亡。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表示事实已查清

庆安站民警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

嫌疑人徐纯合与民警争夺防暴棍。（视频截图） 嫌疑人徐纯合胸部中枪后倒在一旁的座椅上。（视频截图）

庆安火车站事件
5月2日12时许，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厅，一声枪

响，涉嫌暴力袭警的当地农民徐纯合被执勤铁路民警开枪击倒当
场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网上出现了各种质疑
和争议。事件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连日来，新华社记者赶赴
庆安，实地探访事发现场，采访关键当事人和多位目击者，并调
看了完整的现场监控视频，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事件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并有火车站广场和候车厅5个监
控摄像头记录下了事件全过程，徐纯合被枪击死亡前的最后活动
轨迹得以完整呈现。

5月2日9时51分，徐纯合的身影出现在火车站广场。与他
同行的还有母亲权玉顺（81岁）和三个孩子（分别是6岁、5岁和4
岁）。徐纯合走在前，三个孩子玩耍跟随，权玉顺推着手推车走在
最后。从广场进入候车厅后，徐纯合直接到售票口排队买票。买
到票后，一家五口前往站前的金缘饭店用餐。

哈尔滨铁路警方向记者提供了徐纯合与权玉顺的两张车票复
印件，票面显示为：庆安至金州的K930次列车，发车时间5月2日
16时14分。

一个多小时后，11时18分，徐纯合及家人再次回到火车站广
场，在广场停留未进站。从视频中看，徐纯合有些步履蹒跚。“白
酒，（徐纯合）那天（喝了）一杯白酒，半瓶啤酒。”权玉顺回忆，“剩半
瓶子酒，我儿子呯的就把酒瓶摔了。”

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的尸体检验报告也佐证了徐纯
合饮酒的事实：徐纯合心血酒精含量为128mg／100ml。这一结
果，已超过80mg／100ml的醉酒标准。

11时49分，徐纯合进入候车室并走到座位上坐下。11时56
分，徐纯合起身跟随母亲走向洗手间。几分钟后，徐纯合从卫生间
走出。激烈的冲突就从这一刻开始，并在随后的几分钟不断升级，
直至徐纯合丧命当场。

视频显示，走出卫生间的徐纯合将母亲的手推车推到候车室
安检门处，堵住安检通道，关闭进站大门，不让其他旅客通行。安
检员齐贵民制止无效后，立即到公安执勤室报警。当天执勤的民
警李乐斌迅速赶到事发地点，隔着安检通道围栏口头警告徐纯
合。当李乐斌准备打开候车室大门给旅客放行时，遭到了徐纯合
的阻拦。李乐斌隔着围栏控制住徐纯合的右手，让堵在候车室门
外的40余名旅客进入候车室。此时，右手被控制住的徐纯合左手
拿起一瓶矿泉水砸向李乐斌。李乐斌并没有松手，双手控制住不
断挣扎反抗的徐纯合。

旅客进入候车室后，李乐斌松开了徐纯合的双手，继续对他进
行口头警告。其间，徐纯合做出了一个从腰间掏东西的动作，李乐
斌立即掏出枪，但未举起，短暂停顿后，将枪装回枪套。徐纯合的情
绪越来越激动，隔着围栏对李乐斌喊叫。李乐斌快速返回执勤室
内，徐纯合绕过围栏，一直追赶到了执勤室，猛踹已经关闭的执勤室
大门。随后，执勤室大门打开，李乐斌手持防暴棍出来，对徐纯合进
行格搏制服，徐纯合在反抗中抓住了防暴棍，做出抢夺动作。僵持
过程中，徐纯合将前来劝阻的母亲推向了李乐斌，随后又一把抓住
身后的女儿，双手举起摔向李乐斌，小女孩被直接摔在了地上。

“那个孩子砸到地上好像有点砸蒙了，停顿了三四秒钟才开始
哭喊。”现场目击者王先生说。越来越狂躁的徐纯合再次上前抢夺
防暴棍，挥手击打李乐斌头部，将其警帽打落在地，并将防暴棍夺
在了手中，徐纯合双手抡起防暴棍猛击李乐斌的头部，李乐斌掏出
枪对向徐纯合，徐纯合又猛击李乐斌持枪的手。

“他（徐纯合）用防暴棍打警察，警察拔出枪叫他别动，一直叫
他别动，他不听劝，显得比较狂躁。”现场目击者王先生证实。

视频显示，12时6分，李乐斌在对徐纯合口头警告无效后，向徐纯
合开枪。徐纯合中枪后，先是走向旁边候车座椅坐下，片刻后倒地。
徐纯合的母亲从徐手中拽出防暴棍朝徐纯合的身上击打了两下。

12时30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确认徐纯合已经死亡。

枪声响起前后
对这一事件，公众的关注和质疑主要集中于
三点：民警为何选择开枪？开枪的必要性和
合法性是什么？为何会一枪毙命？

记者采访了当事民警李乐斌。整个事件
过程中，李乐斌一共两次掏枪，第一次是在车
站安检口附近。“当时我看到，一名40多岁的
男子在阻拦其他旅客进站。”李乐斌说，自己
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过去问他要干什么，赶
紧把门打开。徐不听劝阻，阻拦民警上前开
门。随即李乐斌将徐纯合一只手控制住，闪
开通道，让旅客进站。看到旅客进站后，李乐
斌就放开了徐纯合。

“这时，他做出了一个从腰里掏东西的动
作，并说‘你敢抓我，我捅死你’。我第一反应
是控制他。发现他没掏出刀，我就把枪放回
了。但徒手难以制服他，我就回去拿警械。”
李乐斌说。警械就放在离安检门几十米远的
执勤室里。

李乐斌跑回执勤室拿出了防暴棍。此
时，徐纯合也追到了执勤室门口，脚踹大门。
李乐斌手持防暴棍走出来，开始击打徐纯
合。“我击打的都是肩部肌肉。”李乐斌说，目
的是制服对方，所以没有击打要害部位。

随后，徐纯合抗拒执法越来越激烈，将老
人推向李乐斌，又摔了孩子。李乐斌说，当时
他还并不知道老人和孩子就是眼前这名男子
的母亲和女儿。“女孩在地上不能动了，我感
觉这名男子暴力倾向非常明显，必须控制住
他。”在实在无法夺下防暴棍的情况下，李乐
斌掏出枪，举起枪口直指徐纯合。

“他继续击打我，第一下打在头部，第二
下打在拿枪的手上。这时我判断，如果枪被
他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李乐斌说。为了
制止徐纯合防止事态恶化，继续对徐口头警
告无效后，他选择了开枪。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务战术专家李和教
授对现场视频进行了仔细分析。他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以及今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李乐斌开
枪行为是合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不能
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
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
条例第九条规定，对于出现以暴力方法抗拒或
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
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紧急情
形，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

“民警处置非常果断，开枪没有任何问
题，而且在当时情况下也是被迫开枪。”李和

指出，徐纯合的行为已经构成暴力袭警，危及
到了民警生命安全。“如果当时不制止，不仅
可能危害民警，还可能危害其他群众。”

此外，对于警察的枪支使用，根据规定，除
公安部门自身需要调查外，按照人民警察使用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警察开枪造成
人员伤亡后，需及时通知当地人民检察院。

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于冰帆
表示：“连日来，我们对公安机关提交的各类
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初步认为，当事执
勤民警的身份、配枪资质和使用，没有发现其
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于冰帆同时表示，检
察机关将继续密切关注，跟踪公安机关对此
事件的办理情况。

事发后，徐纯合的堂弟徐纯静从大连金
州赶回庆安处理此事。他也观看了现场监控
视频，并提出质疑：“个人判断认为警察处置
过当。我们家属代表认为，可以选择击伤任
何部位，不打头不打心脏都没事，鸣枪示警也
可以啊。”

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
规范》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
条规定的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口
头警告或者鸣枪警告无效的，可以开枪射击。
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
害后果的，可以直接开枪射击。

“警告分鸣枪、口头警告等。口头警告与
鸣枪警告有同等效力。”李和表示，“对于鸣枪
示警是有条件的，在候车室鸣枪可能要导致
后果的，口头警告可能更好。”

李乐斌说：“我也想到了鸣枪示警，但当
时处在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在封闭场所鸣
枪，可能会发生跳弹，子弹打到墙壁上会反弹
回来，会伤害到其他人，很危险。”李乐斌认
为，他此前已经有数次向徐纯合发出警告，

“我警告过他，我对他说不许动，否则我将使
用武器。”李乐斌说。

这一表述得到了当时在场的一名学生确
认：“警察说不许动，警察声音比较大，听得很
清楚。”

对于为何能一枪毙命，李乐斌说：“我把枪
上完膛之后，他打了第二棍，打在了我持枪的
右手上，我的手又痛又麻，快握不住枪了。我
当时不能精确瞄准，他又在移动，在挥舞防暴
棍，我只是朝他所在的方向开了一枪。”“如果
徐纯合背后是旅客，我也是不会开枪的，我瞄
了一眼他的身后是我的警务室，没有人。”

“民警持枪手腕被重力打击后，瞄准的可
能性大大降低。”李和说，“综合多种因素分
析，这种情况下能打中心脏，应属于意外。”

开枪是否必要且合法？
徐纯合因阻拦旅客进站，不服从民

警执法，进而演变成暴力袭警，最终被民
警当场击毙。网传当天有人截访是否属
实？徐纯合当天是否是去上访？针对这
些关切点，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显示，在徐纯
合堵住安检口前，除家人之外没有任何
人与他谈话或接触。徐挡住安检口是在
12时左右，离发车时间还有4个小时
左右，更不存在不让上车的问题。徐纯
合在此期间唯一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
9时59分，在候车厅打了一个电话。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与徐纯合通话
的人是他的老乡钱立民。记者找到了钱
立民。他告诉记者，在事发前一天晚上
他住在徐纯合在庆安县的房子里，不过
那晚徐和家人没住在那里。“徐纯合在电
话里就问我回村了没，唠唠治肾的药和
花生米买回去没有之类的闲嗑，也没多
长时间。”

钱立民提到的那处房子，是徐纯合
和家人离开丰收村后租下的。徐把家里
的田地流转给了其他村民，曾带着老母
亲和年幼孩子在大连市乞讨为生，后来
又回到了黑龙江。“他家里有一墒地，流
转出去后，一年有6000多元收入。他们
还有低保，但是连电费都要村里给支
付。”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王淑华说，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生
活困难，村里给了徐纯合一家大量的救
助，按理来说，这些救助能够维持一家人
的生活开支。

丰收乡丰满村村民告诉记者，徐纯
合在家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有钱就买酒
喝，地都不种。权玉顺说，徐纯合喜欢喝
酒，家里的钱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喝酒
上。喝完酒经常会打孩子。当被问及当
天去金州去做什么时，徐母拒绝回答。
但徐纯合的堂弟徐纯静向记者透露，徐
纯合的目的肯定不是去上访，“去上访也
不可能去大连，因为黑龙江的事辽宁管
不着。”徐纯静说。徐纯静认为他们应该
是去金州乞讨，“之前他们在金州长期乞
讨，我还把徐的三个孩子接到家里洗过
澡，乞讨这事还被当地报纸报道过。”定
居在金州的徐纯静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徐纯合的三个
孩子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安置到了福利
院，母亲权玉顺目前在庆安县中医院
接受治疗。

（新华社哈尔滨5月14日电）

枪声背后的追问

银行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5月1
日，当天银行卡跨行交易超过8200万笔；全国银
联磁条卡存量超过30亿张……

但是，当你在尽情享用银行卡带来方便的同
时，复制、盗刷等安全问题也如影随形地伴随在你
身边。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盗刷银行卡的手段不
断“推陈出新”，传统的盗取卡片、窃取密码再盗刷
银行卡的手法已经显得“陈旧”，一些犯罪分子把
目光瞄向了POS刷卡机。你的银行卡，安全吗？

“偷窥密码”：已经过时了

在许多ATM提款机上，都能见到“输入密码
时请注意遮盖”等安全提示。因为在传统的作案
手段里，偷窥密码是比较常见的行为。

2014年，南京市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
名消费者在鼓楼区某酒店请客户吃完饭，女服务
员主动接过卡到前台刷卡买单，结果不久后消费
者发现卡被盗刷。其实，这是一个盗窃银行卡信
息的团伙，他们派出一些年轻女子随身带着能复
制银行卡信息的“猫仔机”，以服务员身份“潜伏”
到一些大城市的酒店和娱乐场所。刷卡时她们用
机器复制银行卡信息，并偷看客人输入的密码，然
后把信息转给同伙复制。

浙江绍兴的卢女士也是在超市刷卡时被收银
员复制了磁条，偷窥了密码，导致卡被盗刷。类似
的案件还有很多。

在这些案件里，“偷窥密码”似乎成为一个要
素。但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你的银行卡密码
就算不被别人看见，卡也照样能被复制和盗刷，而
且无需“内奸”潜伏。

5月13日，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就公布了
这样一起案件，这次犯罪分子的手段更为直接
——改装刷卡机使其能够窃取银行卡的信息和密
码，然后卖或租给商户。消费者到使用着改装刷
卡机的商户刷卡时，银行卡信息就被窃取并复
制。警方抓获的这个团伙，嫌疑人就有16名。他
们非法窃取了1000多张银行卡的信息，盗刷了50
余名受害人共计290万余元。由于涉及到云南、四
川、河南、广东、上海、江苏等地，查实有一定困难，
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损失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

这个团伙在改装刷卡机时用到了这些设备：
刷卡机、破译芯片、电子按键软膜、手机通信发射
器、内存卡。这些设备有的用于破解卡信息，有的
用于记录密码，有的用于发射或存储信息。而团
伙头目也很“高端”：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一知
名IT互联网公司在职员工。

“犯罪分子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上述方式科
技含量更高、更隐蔽、侦破难度极大。”办理此案的
王警官说。

银行卡信息破译：
那都不是事儿

安全隐患、监管乏力……面对诸多问题，消费
者在使用银行卡时陷入了两难境地。

除了盗刷，银行卡信息可被轻易破译也是一
大问题。作为招商银行信用卡的用户，记者就曾经
接到过诈骗电话，且能报出记者的姓名、单位、招行
卡号，甚至曾在信用卡商城进行过消费等信息。上
网搜索不难发现，有不少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客户都
有类似遭遇，有的已经被骗，但致电招行后，仅能得
到一个“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的答复。

而一旦银行卡在使用的某个重要环节出现问
题，被盗刷几乎成了必然。在昆明市发生的这起
案件中，受害人正是利用了刷卡机的销售漏洞：我
国刷卡机的指定一级代理商有160多家，下面还
有许多二级、三级代理商，加上生产厂家也不少，
导致了市场较为混乱。犯罪嫌疑人于是利用这种
乱象，将改装过的刷卡机通过经销商卖给商户。

“这家经销商是挂靠在一家二级代理商下面的，以
该代理商的名义与他人签合同。”王警官说，经销
商对设备被改装过并不知情：“一般的刷卡机要三
四千元，而他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买来的刷卡机只
要1000多元，出于利益驱动他并没有对供货商进
行相应的审查。”

“银行卡给人的感觉太不安全了，所以我基本
不用银行卡。”30多岁的昆明市民王女士说，就连
单位办理的工资卡，自己也取消了卡，只留下了存
折。昆明市民俞女士则对刷卡机的销售方式存
疑：“毕竟是跟银行卡相关的设备，竟然到处都能
买卖。这样太不安全了。”

关键是损失该谁买单？

遭遇了银行卡克隆盗刷的消费者，损失无疑
是巨大的。如昆明这起案件，警方查到的盗刷金
额有290多万元，但目前追回的只有20多万元。

对此，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春光认为，
银行对储户的财产安全保障责任既是约定的义务
也是法定的义务。银行卡可以被轻易破译，足以
说明银行方面的保障义务履行不足乃至严重缺
失。就此引发的财产损害后果，银行应向储户承
担足额赔偿责任。如果寄希望于储户提升安全意
识，以防范将银行卡类犯罪，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在一些案件中，储户根本无法防范信息被复制、发
送和盗刷。因此，希望银行业在收费问题上已与
国际惯例快速接轨的背景下，能让储户的权利和
保障也尽早与国际接轨。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巍分析，在实际操
作中，用户如果对自己的卡和密码尽到了保护义
务，有不少判例是判银行承担全部或部分民事赔
偿责任的。

记者了解到的相关案例表明，前些年频频发
生的银行拒赔现象正在改变，银行主动赔偿、经法
院调解赔偿和判赔的案件越来越多。多方面的原
因，使银行方面也在寻求更安全的银行卡，如正在
推行的磁条卡换成芯片卡就是举措之一。

“银行卡的保密性和不可复制性需要银行不
断采取措施加强。毕竟新形势下，一些案件根本
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够防范的，除非他们彻底不用
银行卡。”王警官说。 （新华社昆明5月14日电）

无需偷窥密码即可复制盗刷——

你的银行卡
还安全吗？

新华社广州5月14日电（记者叶前）广东
省公安厅14日披露，4月25日发生的香港特
大绑架案已侦破，在内地抓获8名犯罪嫌疑
人，缴获涉案赎金280余万港元。

据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波介绍，4月
30日，香港警方向广东警方通报了“4·25”特大
绑架案情况，犯罪嫌疑人入室抢走价值200万
港元的财物并绑架一名女人质，在取得受害人
家属交付的2800万港元赎金后潜逃。

接到香港警方通报后，广东警方成立了
专案组。5月3日至9日期间，广东警方在深
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和贵州省瓮安县等地将
犯罪嫌疑人毛某兵、张某江、蒋某华、梁某顺、
王某波、熊某辉、犹某魁、王某锟8人抓获，缴
获涉案手表、珠宝和首饰一批、涉案赎金280
余万港元。此外，香港警方于5月3日在香港
口岸抓获企图潜回内地的犯罪嫌疑人郑某
旺。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林伟雄说，截至
目前，广东和香港警方共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7人到港作案，犹某魁是组织者，另外
两人中，一人是协助偷渡的，一人是负责接赃
销赃的。暂时还不能确定是否还有其他涉案
人员，粤港警方还将进一步排查。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巨额涉案赎金下
落，林伟雄说，除已缴获的283万港元，尚有
约2500万港元的赎金需要追缴。

广东警方侦破香港特大绑架案
2500万港元赎金待追缴

5月14日，民警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缴获的涉案赎金和赃物。

来龙去脉

庆安火车站事件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