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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晨 李岩松 王金刚
发自河北辛集

得知案子破了
死者哥哥流泪了

7月23日，河北省辛集市公
安局发布通报，一起发生在1997
年的抢劫运钞车案件终于成功
侦破。案件发生在1997年1月10
日上午，辛集市农村合作基金会
兴华路营业点，当时5人结伙，驾
驶一辆抢劫来的出租车，枪击了
基金会工作人员，抢劫运钞车后
潜逃。

通报称，这起抢劫案当场致
一死两伤，79万余元现金被抢。

在这起案件中遭到枪击不
幸去世的是基金会工作人员何
倩（化名），当时30多岁的她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据何倩的嫂子陶
女士介绍，当时何倩的大女儿12
岁左右，儿子4岁左右。

何倩老家在辛集市田庄乡
的一个村子里，与丈夫是同村
人。陶女士说，何倩是高中学历，
结婚前曾在村里的小学教过书，
结婚后跟随丈夫一起搬到了辛
集市区。“她的丈夫是有稳定工
作的。”陶女士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

出事的那年，何倩家里还有
一位70多岁的母亲。陶女士说，
何倩的母亲是位很有才的老人，
何倩出事后，年迈的母亲并没有
做出过激的行为。何倩在兄妹中
行老四。陶女士回忆，当年跟何
倩相处时，觉得她是个性格很好
的人。

陶女士的丈夫是何倩唯一
的哥哥，抢劫案发生之后，也是
哥哥和何倩丈夫一直在处理相
关的事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何倩哥
哥说，得知妹妹出事时自己正在
学校里给学生上课，后来得知，

嫌疑人持枪打中了妹妹的头部，
妹妹当场身亡。当时他见到妹妹
时是在太平间。这么多年来，他
一直不愿提起这件事。

陶女士对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表示，何倩去世后没有火
化，第六天下葬，何倩哥哥每每

想到妹妹的事情都会伤心。这次
案子侦破，是大姐打来电话告知
的，“在接电话的时候，他都流泪
了。”陶女士说。

当时场面太血腥
运钞车司机不敢回忆

当年抢劫案发生时，杨强
（化名）正是运钞车的驾驶人。现
年近50岁的杨强在一家单位的
传达室工作，提起当年的事情，
他摆了摆手说：“场面血腥，我一
直都不愿意回忆这件事。”

杨强说，当时运钞车上一共
有三个人。不同于现在的武装
押运，那时候他们手里是没有
枪的。抢劫案发生后，运钞车
上有两个人受伤。杨强的右耳
和右胸位置受了伤，“现在右
耳基本听不到了，肺也不好。”
杨强当时在医院住了两个多
月，出院后，因为伤情干不了重
活，他只能找一些相对轻松的工
作来做。

“我这边倒还好，主要是死
者。”杨强说，去世的何倩是基金
会的出纳，当时她是出来接运钞
车的，“人家还有两个孩子呢。”

杨强提到，当年抢劫案发生
后，他获得了一些赔偿。

陶女士也提到，案件发生后
何倩家人获得了6万元的赔偿，

“老母亲，公婆，还有两个孩子
的，这笔钱在23年前也不算是一
笔小数目了。”

何倩不幸去世后，陶女士
说她的丈夫后来再婚了，不过
并没有与再婚妻子要孩子。现
在何倩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辛
集市区工作，“工作都比较稳
定，两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
孩子。”这一点倒是让陶女士很
欣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何倩老家见到了她丈夫的侄子。
他表示，何倩丈夫和孩子现在都
不愿意接受采访，“公安这边还

有一些细节问题要谈。”

受害者家人要亲眼见证
嫌疑人伏法

据当地公安机关通报称，相
继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某奎等4
人，另一犯罪嫌疑人张某林2014
年因意外事故死亡。据媒体报
道，被抓的4名嫌疑人中，其中一
人为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赵智勇。

7月31日下午，记者致电裕
华区人民法院宣传部门，一位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不 接 受 采 访 ，

“不掌握情况，具体以公安通
报为准。”

据石家庄市司法系统的公
开报道资料显示，赵智勇在裕
华区法院执行局工作能力突
出，十年内执结各类案件9 3 8
件 ，成 为 执 行 系 统 响 当 当 的

“标杆”人物，两次获得三等
功，获评“十佳执行能手”称
号。赵智勇曾担任裕华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协调处副处长，后
升任执行局副局长。

据报道，1 9 9 7年，赵智勇
正在当兵服役，趁探亲之际结
伙作案。1 9 9 8年退役后，赵智
勇转业进入法院工作。他升任
执行局副局长后，有报道介绍
他痴迷于法律，在部队上就参
加了全国高等院校自学考试法
学专业的学习，拿到了本科学
历。

对赵智勇其人，一位消息人
士评价为“不贪财不近女色，就
是喜欢喝酒”。

这次案件很多网友留言表
示“震惊”“讽刺”，“电视剧也不
敢这么写”……

何倩家人也对嫌疑人中居
然有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这种身
份的人表示惊讶。陶女士说，家
人在说起这件事时，都说想等到
嫌疑人伏法的那天，他们一定要
去亲眼见证。

根据石家庄市司法系统的公
开报道资料，赵智勇出生于1969
年9月，在裕华区法院执行局工作
能力突出，曾被评为司法执行系
统的“标杆”，两次获得三等功，获
评“十佳执行能手”称号。

河北法院网曾转载过《河北
法制报》对赵智勇的宣传报道 :

《“靠良知去工作，凭信念去执
行”——— 记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执
行局协调处副处长赵志勇》。报道
中，赵智勇不仅帮助一名骨折瘫痪
的申请人拿到了15万元补偿款，还
设法为他申请到2 . 5万元司法救助
金，“最后还找车护送申请执行人
一家人回到了原籍。”赵智勇在执
行日志中写道:“医者，当以慈悲为
怀，以德为天。执行人员同样是医
者，医治社会顽疾，是法律顽疾的
医者，因此更应该有悲悯天下的情
怀”，“靠良知去工作，凭信念去执
行”。案件宣布告破后，河北法院网
撤下了对赵智勇的宣传报道。

从公开宣传的报道中可以看
见，2 0 1 3年，赵智勇还叫“赵志
勇”，2014年他的名字变成了“赵
智勇”。2014年，《人民公仆》杂志
刊载了另一篇文章《人民公仆赵
智勇:坚守信仰、肩担道义的执行
人生》，报道介绍，赵智勇痴迷于
法律，在部队上就参加了全国高
等院校自学考试法学专业的学
习，拿到了大学本科学历。1998
年，他转业进入法院。2004年，裕
华法院设立执行局，赵智勇成为

“最出色的执行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1997年9月12日,杨某明伙
同杨某等人在云南个旧杀死出
租车驾驶员李某后抢走出租车。
案发后,杨某明通过非法手段改
名换姓为“唐某”潜逃。

2020年7月15日，济南市公
安局长清区分局接到云南省个
旧市公安局协查线索：1997年9

月份发生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件
在逃犯罪嫌疑人杨某明，疑似
改名换姓在济南辖区活动。接
报后，长清分局立即抽调办公
室、刑警大队精干警力开展摸
排侦查工作。在一偏远山区施
工现场，将潜逃23年的网上命
案逃犯杨某明抓获归案。

民警经初查发现，杨某明疑
似改名换姓，化名“唐某”在济
南地区活动。民警们梳理了大

量的线索证据后，初步划定了
“唐某”当前的大致活动区域，
并于7月15日晚赶赴目标区域
所在的一处偏远山区的施工工
地。

由于该工地位于山区，人员
分散、情况复杂、路况特殊，为防
止打草惊蛇，民警决定化装侦
查。经过一天一夜的摸排侦查，7
月16日19时许，民警成功将“唐
某”抓获。

经民警连夜审讯，“唐某”交
代其真实身份就是23年前云南
个旧“9·12”抢劫杀人案的在逃
犯罪嫌疑人杨某明。1997年9月
12日，杨某明伙同杨某等人在云
南个旧杀死出租车驾驶员李某
后抢走出租车，案发后，杨某明
通过非法手段改名换姓为“唐
某”潜逃至今。

目前，长清警方现已将杨某
明移交云南警方。

抢劫杀人后改名换姓潜逃23年
云南一在逃犯罪嫌疑人在济南落网

赵智勇曾获评

“十佳执行能手”称号

葛相关链接

79万元被抢致一死两伤，河北抢劫运钞车案23年后告破
嫌疑人之一现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其间曾获多项荣誉

犯罪嫌疑人之一赵智勇，是石家

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当当年年的的事事发发地地附附近近

双面
嫌犯

23年前，在河北省
辛集市农村合作基金
会发生了一起抢劫运
钞车案，当场致一死两
伤，79万余元现金被抢
走。当年遭到枪击去世
的基金会出纳是两个
孩子的母亲，其中一名
伤者也留下了终身残
疾……

当地警方通报，今
年7月20日，4名犯罪嫌
疑 人 落 网 。有媒体报
道，其中一名嫌疑人为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也
让这起案件格外受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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