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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隔壁张某洁的弟弟吗？”
不经意的一句话，让一独居出租屋的年轻打工女子送了命

2011 年 1 月 27 日，省城黄台派出所辖区，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打破了春节前的
喜庆气氛：一名年轻打工女子被杀死在租住的房屋内。

一名弱女子何以招致杀身之祸？经过侦破，天桥警方揭开层层谜团：原来她认出
了抢劫的歹徒，被杀人灭口。

本地·城事
沪市(600630-600978)(三)(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600630 龙头股份 9 .01 1 .24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600631 百联股份 15 .25 -2 .18 仍将无量盘整
600634 *ST 海鸟 13 .75 2 .77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0635 大众公用 6 .99 0 .58 仍以上行为主
600636 三爱富 20 .72 -1 .85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637 广电信息 13 .99 0 .50 维持上扬格局
600638 新黄浦 9 .72 -2 .21 有风险,应谨慎
600639 浦东金桥 9 .98 -1 .29 不看好
600640 中卫国脉 14 .62 -1 .08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600641 万业企业 7 .49 -3 .10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642 申能股份 7 .64 0 .66 可以看空
600643 爱建股份 8 .51 -0 .47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644 乐山电力 18 .22 -2 .20 仍将缩量横盘
600645 ST 中源 0 .00 .00 .0 停牌
600647 同达创业 13 .52 -2 .5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648 外高桥 14 .09 -3 .36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649 城投控股 8 .14 -1 .3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650 锦江投资 11 .31 -2 .2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651 飞乐音响 12 .89 -0 .08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652 爱使股份 6 .16 -0 .16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653 申华控股 3 .71 1 .92 仍可继续看好
600654 飞乐股份 8 .10 6 .72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600655 豫园商城 12 .36 -1 .9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656 ST 方源 8 .55 -0 .70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600657 信达地产 6 .20 0 .98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658 电子城 11 .17 -5 .5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660 福耀玻璃 12 .10 -2 .4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661 新南洋 10 .62 2 .21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600662 强生控股 7 .45 -2 .10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663 陆家嘴 17 .69 -1 .61 继续不看好
600664 哈药股份 20 .70 -2 .22 回调空间较大
600665 天地源 5 .18 -1 .33 仍应看淡
600666 西南药业 12 .84 1 .90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600667 太极实业 10 .20 -5 .38 减仓,不介入
600668 尖峰集团 11 .05 -2 .47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671 天目药业 12 .98 -1 .22 维持无量盘整态势
600673 东阳光铝 19 .74 -1 .25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600674 川投能源 16 .98 -2 .86 有望维持上涨
600675 中华企业 7 .37 -3 .0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676 交运股份 0 .00 .00 .0 停牌
600677 航天通信 12 .72 1 .27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678 *ST 金顶 6 .11 -1 .45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679 金山开发 12 .28 -5 .61 调整仍将延续
600680 上海普天 11 .80 -1 .9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682 南京新百 10 .10 -2 .42 调整趋势明显
600683 京投银泰 8 .02 -5 .65 减仓,不介入
600684 珠江实业 11 .16 -2 .28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685 广船国际 30 .67 -3 .74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686 金龙汽车 10 .63 -3 .3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687 刚泰控股 12 .33 1 .9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688 S 上石化 9 .22 0 .00 可以看好
600689 上海三毛 13 .39 -1 .54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690 青岛海尔 28 .86 -1 .84 可以看好
600691 *ST 东碳 13 .80 -1 .64 不会有太大波幅
600692 亚通股份 7 .91 -1 .0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693 东百集团 10 .91 -2 .94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694 大商股份 43 .20 -4 .0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695 大江股份 0 .00 .00 .0 停牌
600696 多伦股份 8 .12 -0 .85 仍可继续看好
600697 欧亚集团 29 .35 -1 .24 仍将缩量整理
600698 ST 轻骑 6 .95 2 .66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600699 *ST 得亨 10 .48 -1 .60 仍将缩量横盘
600701 工大高新 6 .50 -2 .99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600702 沱牌曲酒 21 .95 -1 .75 仍可继续看好
600703 三安光电 47 .18 -2 .78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704 中大股份 16 .74 -3 .2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706 ST 长信 16 .60 -1 .72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707 彩虹股份 15 .25 -3 .05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708 海博股份 7 .62 -2 .3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710 常林股份 12 .19 -4 .54 继续维持弱势
600711 雄震矿业 25 .78 -2 .01 后市难有机会
600712 南宁百货 10 .17 -6 .35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600713 南京医药 12 .18 -4 .99 上下波动都不大
600714 ST 金瑞 12 .99 1 .72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600715 ST 松辽 10 .73 0 .37 有望维持上涨
600716 凤凰股份 7 .46 -1 .19 后市难有机会
600717 天津港 8 .48 -1 .7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718 东软集团 14 .42 -1 .5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719 大连热电 11 .35 -3 .07 后市难有机会
600720 祁连山 21 .83 -0 .82 将维持窄幅波动
600721 ST 百花 14 .61 -1 .35 将继续小幅震荡
600722 *ST 金化 7 .83 -0 .89 上下空间都不大
600723 西单商场 12 .17 -3 .1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724 宁波富达 6 .19 -3 .13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725 云维股份 10 .13 -1 .84 仍应看淡
600726 华电能源 3 .62 1 .97 维持上扬格局
600728 ST 新太 13 .28 -3 .56 继续维持弱势
600729 重庆百货 42 .55 -3 .23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730 中国高科 11 .27 -2 .00 后市难有机会
600731 湖南海利 8 .54 1 .30 仍可继续看好
600732 上海新梅 7 .34 -1 .8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733 S 前锋 19 .03 -1 .96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734 实达集团 5 .61 -3 .44 继续不看好
600735 新华锦 12 .10 -3 .82 调整趋势明显
600736 苏州高新 7 .64 -2 .68 有风险,应谨慎
600737 中粮屯河 12 .86 1 .42 仍将无量盘整
600738 兰州民百 9 .18 -2 .2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739 辽宁成大 30 .65 -3 .95 调整仍将延续
600740 *ST 山焦 9 .59 0 .63 看多风险不大
600741 华域汽车 0 .00 .00 .0 停牌
600742 一汽富维 32 .91 -3 .38 回调空间较大
600743 华远地产 6 .96 0 .29 后市难有机会
600744 华银电力 5 .05 0 .60 强势仍将延续
600745 中茵股份 10 .34 2 .68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746 江苏索普 8 .85 -4 .2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747 大连控股 6 .52 -1 .51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748 上实发展 8 .32 2 .97 强势仍将延续
600749 西藏旅游 15 .94 -4 .15 仍以横盘整理为主
600750 江中药业 31 .75 -2 .85 5 日 10 日线粘连后待变
600751 SST 天海 13 .01 0 .00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753 东方银星 8 .71 -0 .68 仍可继续看好
600754 锦江股份 20 .22 -2 .7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755 厦门国贸 8 .35 -4 .57 仍将继续调整
600756 浪潮软件 14 .75 -3 .47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757 *ST 源发 8 .52 5 .06 仍可继续看好
600758 红阳能源 10 .61 -2 .5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759 正和股份 5 .88 -0 .51 围绕 5 日,10 日均线运行
600760 中航黑豹 15 .79 -4 .2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761 安徽合力 18 .79 -1 .9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763 通策医疗 19 .63 -3 .73 可以看空
600764 中电广通 8 .54 -2 .84 仍有回落空间
600765 中航重机 18 .07 -1 .9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766 园城股份 9 .20 2 .34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600767 运盛实业 5 .39 -3 .41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768 宁波富邦 9 .44 -3 .48 仍有回落空间
600769 *ST 祥龙 7 .77 5 .00 强势仍将延续
600770 综艺股份 24 .80 -2 .86 减仓,不介入
600771 ST 东盛 7 .90 -2 .23 有风险,应谨慎
600773 西藏城投 22 .89 -3 .17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600774 汉商集团 9 .52 -0 .4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775 南京熊猫 8 .20 -3 .53 将维持窄幅波动
600776 东方通信 7 .36 -3 .92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777 新潮实业 6 .08 -2 .09 有风险,应谨慎
600778 友好集团 13 .12 -2 .09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779 水井坊 22 .06 -1 .91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600780 通宝能源 6 .05 -0 .49 看多风险不大
600781 上海辅仁 13 .63 -2 .08 仍将无量盘整
600782 新钢股份 6 .29 -2 .6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783 鲁信高新 39 .44 -3 .64 仍将继续调整
600784 鲁银投资 11 .27 -2 .68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785 新华百货 26 .88 -2 .68 回调空间较大
600787 中储股份 9 .98 -5 .67 可以看空
600789 鲁抗医药 9 .06 -0 .88 很难出现突破
600790 轻纺城 9 .99 -3 .29 仍有回落空间
600791 京能置业 6 .17 -3 .44 仍将缩量盘整
600792 ST 马龙 11 .87 -0 .75 看多风险不大
600793 ST 宜纸 10 .35 -2 .17 仍将缩量横盘
600794 保税科技 16 .27 -1 .81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795 国电电力 3 .05 2 .01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600796 钱江生化 9 .59 -0 .10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797 浙大网新 7 .33 -3 .93 可能继续小箱体整理
600798 宁波海运 5 .02 -1 .95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800 ST 磁卡 6 .75 -5 .06 后市难有机会
600801 华新水泥 42 .54 1 .75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600802 福建水泥 9 .49 -2 .57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803 威远生化 13 .82 -1 .7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04 鹏博士 7 .54 -3 .08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805 悦达投资 19 .92 -1 .92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600806 昆明机床 14 .16 -1 .60 可谨慎看多
600807 天业股份 16 .02 1 .52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808 马钢股份 3 .74 -3 .11 后市难有机会
600809 山西汾酒 62 .95 0 .48 有望维持上涨
600810 神马股份 11 .37 -3 .3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811 东方集团 8 .65 -2 .9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812 华北制药 14 .50 -2 .0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814 杭州解百 8 .43 -0 .71 可以看好
600815 厦工股份 15 .99 -4 .14 减仓,不介入
600816 安信信托 0 .00 .00 .0 停牌
600818 中路股份 19 .21 3 .78 继续保持乐观
600819 耀皮玻璃 17 .27 -0 .69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820 隧道股份 0 .00 .00 .0 停牌
600821 津劝业 7 .28 -4 .2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0822 上海物贸 9 .92 -1 .78 回调空间较大
600823 世茂股份 14 .41 -1 .97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824 益民集团 7 .05 -1 .81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25 新华传媒 7 .66 -0 .65 仍有回落空间
600826 兰生股份 20 .41 -3 .77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600827 友谊股份 17 .73 -2 .80 调整仍将延续
600828 成商集团 16 .21 -3 .2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29 三精制药 22 .11 -3 .2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830 香溢融通 11 .60 -1 .19 维持上扬格局
600831 广电网络 9 .18 -3 .87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0832 东方明珠 8 .45 -1 .0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0833 第一医药 12 .92 -0 .39 可谨慎看多
600834 申通地铁 10 .75 -1 .1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35 上海机电 14 .06 -4 .09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836 界龙实业 12 .63 0 .16 看多风险不大
600837 海通证券 9 .90 -1 .9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838 上海九百 8 .14 -1 .6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839 四川长虹 4 .21 -3 .88 仍可继续看好
600841 上柴股份 17 .55 -4 .41 调整仍将延续
600843 上工申贝 15 .68 -2 .79 有风险,应谨慎
600844 丹化科技 15 .73 -1 .13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845 宝信软件 25 .55 -1 .31 可谨慎看多
600846 同济科技 6 .81 -2 .9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47 ST 渝万里 13 .47 -2 .04 在小区间内盘整
600848 自仪股份 12 .59 3 .20 继续不看好
600850 华东电脑 23 .01 -4 .4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851 海欣股份 13 .93 1 .46 看多风险不大
600853 龙建股份 4 .72 0 .21 维持上扬格局
600854 ST 春兰 6 .80 -2 .30 将继续小幅震荡
600855 航天长峰 12 .73 -4 .0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56 长百集团 7 .50 0 .13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600857 工大首创 8 .90 -1 .87 维持低量整理态势
600858 银座股份 22 .01 -1 .3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59 王府井 42 .27 -2 .1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60 *ST 北人 8 .52 -0 .12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861 北京城乡 10 .82 -1 .46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600862 南通科技 12 .77 -1 .08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863 内蒙华电 10 .19 -1 .2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864 哈投股份 8 .71 0 .46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865 百大集团 8 .88 -3 .48 看多风险不大
600866 星湖科技 13 .66 -3 .3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67 通化东宝 13 .83 -2 .74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868 ST 梅雁 3 .47 -1 .42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600869 三普药业 32 .30 -0 .2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70 ST 厦华 7 .64 -1 .04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600871 S 仪化 11 .57 -1 .78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872 中炬高新 8 .33 0 .48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0873 梅花集团 40 .02 -5 .95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0874 创业环保 7 .31 0 .41 仍可继续看好
600875 东方电气 28 .43 -7 .60 调整仍将延续
600876 ST 洛玻 7 .72 2 .80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600877 中国嘉陵 10 .19 -3 .04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600879 航天电子 13 .38 -2 .90 仍有回落空间
600880 博瑞传播 0 .00 .00 .0 停牌
600881 亚泰集团 7 .74 -2 .64 继续维持弱势
600882 大成股份 0 .00 .00 .0 停牌
600883 博闻科技 12 .63 -4 .68 减仓,不介入
600884 杉杉股份 22 .10 -3 .6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0885 *ST 力阳 9 .43 0 .32 可谨慎看多
600886 国投电力 7 .33 0 .96 维持上扬格局
600887 伊利股份 38 .43 0 .95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888 新疆众和 27 .05 -1 .46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889 南京化纤 8 .11 -0 .37 仍可继续看好
600890 ST 中房 6 .15 -3 .15 仍将继续调整
600891 ST 秋林 12 .61 -4 .40 调整仍将延续
600892 *ST 宝诚 17 .90 -1 .43 减仓,不介入
600893 航空动力 34 .31 -4 .98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0894 广钢股份 6 .82 -2 .7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895 张江高科 11 .28 -2 .51 不看好
600896 中海海盛 6 .62 -1 .93 回调空间较大
600897 厦门空港 15 .90 -4 .27 不看好
600900 长江电力 8 .01 3 .76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960 滨州活塞 16 .91 0 .59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961 株冶集团 18 .51 -4 .19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600962 国投中鲁 14 .69 -1 .80 仍将无量盘整
600963 岳阳纸业 10 .92 -3 .70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600965 福成五丰 7 .01 2 .04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600966 博汇纸业 7 .95 -1 .24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967 北方创业 16 .12 -2 .72 调整趋势明显
600969 郴电国际 18 .58 -2 .21 可谨慎看多
600970 中材国际 44 .64 -1 .20 回调空间较大
600971 恒源煤电 44 .08 -2 .0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0973 宝胜股份 20 .26 -4 .34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0975 新五丰 10 .79 -0 .28 围绕 5 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976 武汉健民 22 .09 -2 .5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978 宜华木业 6 .38 -0 .47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山东神光启明星 Level-2

2011 年 1 月 27 日(农历腊月廿四)
晚 9 时许，天桥公安分局黄台派出所值
班室内，突然响起急促的报警铃声：派出
所辖区某居民区内，一名年轻女子被杀
死在出租屋内。

黄台派出所民警立即会同天桥刑警
大队民警赶到现场。这本是一处老房子，
后来加盖了几层，里面住着十几户居民。
其中的一间出租屋内，一名年轻女子身
上有多处刀伤，带有鲜血，地上还有迸溅
的血迹。

后经民警核实，被害女子名叫小红
(化名)，23 岁，在济南打工，独自一人在
此租房居住。

春节临近，案情重大。天桥警方连夜
抽调刑警大队一中队、机动中队、综合科、
黄台派出所精干力量，会同济南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联合成立“1·27”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在对小红的银行账户进
行调查时，发现她的一张银行卡曾于案
发当晚 8 时许，在北园大街附近的一处
自动取款机内被取走了 3300 元钱。

小年刚过，一名打工女子血染出租屋

小红的银行卡被取钱无疑是一条重
要线索，民警立即赶往此处查询监控录
像。因夜间光线不好，无法辨认取款人
的面部特征，但民警发现了取款人衣着
的明显特征。

取款人到底是谁？民警又对案发现
场周边的商户进行了走访调查。就在对
附近的一家餐馆进行走访的过程中，民
警获得一条重要线索：案发不久后，这
家餐馆的老板曾经得到朋友“授意”，
若“公安”来查，帮着隐瞒一下案发当
晚在此就餐的一名顾客张某振的衣着情
况。

“很反常！”专案组民警随即就此
展开深挖，发现餐馆老板所说的张某
振，在案发当晚曾和姐姐张某洁一起在

这家餐馆吃饭。同时，张某振的姐姐张
某洁恰巧与受害人小红是邻居。

民警调查发现，当时姐弟俩一起来
到餐馆，但在姐姐点菜时，张某振独自
一人离开了餐馆，过了很久才回来。当
时天气很冷，但张某振回来后，却没有
穿外套，而是将外套卷起来夹在腋下，
神情也很不自然。

张某振，男， 19 岁，滨州市无棣
县人。民警发现，此时张某振已经回到
了滨州无棣老家。综合种种调查结果，
民警断定取款人应该就是张某振！

2 月 12 日下午，天桥公安分局副局
长李连新带领专案组民警火速赶往滨州
无棣。当日晚 11 时许，在张某振熟睡
之际，民警将其抓获。

餐馆老板，曾被“授意”隐瞒顾客衣着

面对民警的审查，自知难逃法网的张某
振终于如实交代了其入室抢劫杀人的犯罪事
实。

原来， 2011 年 1 月 27 日，张某振到姐姐
张某洁的暂住处探望姐姐，发现与姐姐同住一
层楼的邻居小红家中亮着灯。张某振得知，小
红一直是独自一人在此处租住房屋。面对一个
独居女子，张某振产生了入室抢劫的想法。

当晚 8 时许，张某振与姐姐一起到附近的餐
馆内吃饭。随后，张某振以去洗手间为由让姐姐
先去点菜，而后自己返回姐姐暂住处，尾随小红
进入出租屋内。他抢得小红的钱包，并迫使小红
说出银行卡密码。

抢劫得手后，张某振正准备离开，小红却忽
然对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话：“你不是隔壁张某
洁的弟弟吗？快点把钱包还给我，这样我就不报

案了！”
做贼心虚的张某振闻听此言，顿生杀人灭

口的恶念！他转身从小红住处的茶几上拿起一
把菜刀，残忍地将小红杀害。随后，张某振将
作案工具丢弃在一处公厕旁的垃圾楼内，自己
则脱下沾有血迹的外套，并将外套卷起来夹在
腋下，返回餐馆与姐姐一起就餐。

不久，张某振接到女友的电话，便匆匆离
开餐馆。张某振先是返回暂住处换掉血衣，又
在夜市上购买了手套，使用小红的银行卡在自
动取款机内取出了 3300 元钱，并将钱交给了女
友。

后来，张某振交代姐姐及女友，千万不要
向公安机关透露自己当晚换过衣服的事实；并
通过朋友转告当晚姐弟俩就餐的餐馆老板，请
求其帮助自己隐瞒当晚穿着情况的真相。

认出歹徒，她在被抢后又搭上一条命

┮本报记者 殷宝龙 通讯员 李哲 孙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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