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2487-300191)(八)(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002487 大金重工 33.37 -2.23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88 金固股份 24.54 -2.00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2489 浙江永强 35.99 -1.99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490 山东墨龙 22.61 -1.9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91 通鼎光电 18.87 -2.73 可以看空
002492 恒基达鑫 19.47 -4.56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493 荣盛石化 72.97 -3.06 减仓,不介入
002494 华斯股份 26.11 -2.94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95 佳隆股份 28.38 0.35 可能继续小箱体整理
002496 辉丰股份 47.89 -0.56 仍有回落空间
002498 汉缆股份 37.51 -0.50 可以看好
002499 科林环保 37.56 -2.2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500 山西证券 10.11 -2.60 调整趋势明显
002501 利源铝业 49.90 -3.5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502 骅威股份 29.11 2.18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2504 东光微电 25.83 -4.01 仍将缩量横盘
002505 大康牧业 25.23 -3.56 仍将缩量整理
002506 超日太阳 50.36 0.30 可以看好
002507 涪陵榨菜 25.36 7.41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002508 老板电器 33.77 -1.97 调整趋势明显
002509 天广消防 28.34 1.40 不会有太大波幅
002510 天汽模 20.41 -2.20 仍可继续看好
002511 中顺洁柔 34.96 -2.75 调整趋势明显
002512 达华智能 29.19 -2.6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513 蓝丰生化 45.61 -2.2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14 宝馨科技 36.20 -1.36 调整趋势明显
002515 金字火腿 43.24 2.22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2516 江苏旷达 20.91 -3.0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517 泰亚股份 24.79 -2.7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518 科士达 37.01 -1.10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519 银河电子 48.61 -2.09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002520 日发数码 42.96 -2.7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521 齐峰股份 36.60 -1.61 回调空间较大
002522 浙江众成 40.42 1.69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002523 天桥起重 19.37 -2.2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524 光正钢构 32.75 -6.6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526 山东矿机 25.45 -3.2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527 新时达 26.80 -1.83 可谨慎看多
002528 英飞拓 46.39 -1.72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529 海源机械 21.50 -5.3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30 丰东股份 17.10 -3.7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531 天顺风能 24.16 -1.51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002532 新界泵业 40.34 -4.2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33 金杯电工 32.14 -0.65 仍可继续看好
002536 西泵股份 33.50 -2.98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537 海立美达 36.22 -1.9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538 司尔特 25.02 -0.9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539 新都化工 32.13 3.11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540 亚太科技 34.64 0.73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2541 鸿路钢构 44.01 -2.16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542 中化岩土 38.25 -2.8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543 万和电气 28.64 -0.83 仍以上行为主
002544 杰赛科技 31.42 -2.69 回调空间较大
002545 东方铁塔 40.85 -0.37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546 新联电子 39.25 -3.11 调整趋势明显
002547 春兴精工 21.00 -2.91 仍有回落空间
002548 金新农 26.50 -1.01 仍有回落空间
002549 凯美特气 46.75 -2.60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002550 千红制药 38.94 -2.21 回调空间较大
002551 尚荣医疗 64.28 3.03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002552 宝鼎重工 25.82 -3.01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553 南方轴承 31.50 -5.89 仍将缩量调整
002554 惠博普 33.82 -2.40 继续维持弱势
002555 顺荣股份 34.36 -1.97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556 辉隆股份 36.28 0.67 仍将缩量调整
002557 洽洽食品 36.92 -0.83 不看好
002558 世纪游轮 36.27 -3.87 调整趋势明显
002559 亚威股份 38.10 -1.42 减仓,不介入
002560 通达股份 31.09 0.61 继续保持乐观
002561 徐家汇 19.23 -3.5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562 兄弟科技 26.23 -4.76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002563 森马服饰 61.20 -1.0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64 张化机 35.02 -1.9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01 特锐德 40.25 -2.26 回调空间较大
300002 神州泰岳 47.07 -4.50 回调空间较大
300003 乐普医疗 28.18 2.47 有风险,应谨慎
300004 南风股份 48.59 -10.00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05 探路者 31.45 -1.2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06 莱美药业 33.92 -2.5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07 汉威电子 21.65 -8.8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08 上海佳豪 0.00.00.0停牌
300009 安科生物 20.60 -1.8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10 立思辰 24.80 -5.5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11 鼎汉技术 35.49 -2.6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12 华测检测 29.90 -0.89 回调空间较大
300013 新宁物流 14.29 -2.8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14 亿纬锂能 24.18 -2.5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15 爱尔眼科 36.12 -1.20 回调空间较大
300016 北陆药业 18.75 -2.34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17 网宿科技 15.71 -2.6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18 中元华电 17.98 -3.7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19 硅宝科技 20.16 -4.18 回调空间较大
300020 银江股份 24.94 -0.87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21 大禹节水 22.55 1.58 有风险,应谨慎
300022 吉峰农机 34.15 -1.2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23 宝德股份 15.63 -2.5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24 机器人 62.10 -4.4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25 华星创业 0.00.00.0停牌
300026 红日药业 42.11 -0.6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27 华谊兄弟 27.41 -1.86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28 金亚科技 14.34 -2.5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29 天龙光电 37.33 2.55 仍以上行为主
300030 阳普医疗 31.23 -1.51 回调空间较大
300031 宝通带业 19.19 -4.05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32 金龙机电 24.45 0.12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33 同花顺 33.68 -3.8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34 钢研高纳 31.94 0.13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35 中科电气 20.64 -3.19 回调空间较大
300036 超图软件 31.00 -0.35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37 新宙邦 45.91 1.50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继续看好
300038 梅泰诺 19.20 -3.1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39 上海凯宝 40.00 -2.7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40 九洲电气 17.97 -1.32 回调空间较大
300041 回天胶业 58.89 -2.5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42 朗科科技 27.83 -3.9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43 星辉车模 38.10 -1.30 回调空间较大
300044 赛为智能 22.05 -3.03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45 华力创通 45.67 -2.46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46 台基股份 49.80 -0.6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47 天源迪科 28.38 -3.4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48 合康变频 55.47 0.36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49 福瑞股份 26.50 -2.7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50 世纪鼎利 76.36 -3.50 回调空间较大
300051 三五互联 24.17 -2.9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52 中青宝 19.20 -1.3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53 欧比特 23.26 -1.9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54 鼎龙股份 59.15 -1.9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55 万邦达 109.00 -2.85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56 三维丝 34.90 -3.0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57 万顺股份 26.10 -2.97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58 蓝色光标 30.16 -4.1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59 东方财富 45.73 -1.19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61 康耐特 21.02 0.86 有风险,应谨慎
300062 中能电气 32.13 -0.5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63 天龙集团 24.89 -1.6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64 豫金刚石 38.30 -2.5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65 海兰信 43.49 -4.0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66 三川股份 51.77 -3.0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67 安诺其 18.47 -2.0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68 南都电源 25.44 -2.8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69 金利华电 27.36 0.29 强势上行为主,继续看好
300070 碧水源 111.32 -3.12 回调空间较大
300071 华谊嘉信 32.42 -1.31 回调空间较大
300072 三聚环保 39.80 -3.6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73 当升科技 40.28 -2.94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74 华平股份 37.87 -4.4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75 数字政通 51.90 -1.1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76 宁波 GQY 26.10 -3.6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77 国民技术 125.70 0.43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78 中瑞思创 90.64 -4.27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79 数码视讯 62.02 -2.32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80 新大新材 56.41 1.90 仍以上行为主
300081 恒信移动 27.90 -1.7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82 奥克股份 52.09 0.95 谨慎做多，不追涨
300083 劲胜股份 40.19 -3.55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84 海默科技 37.55 -1.5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85 银之杰 36.04 -3.07 回调空间较大
300086 康芝药业 58.72 -3.25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87 荃银高科 55.48 -2.9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88 长信科技 48.27 -5.4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89 长城集团 20.13 -3.73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90 盛运股份 32.80 -0.3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91 金通灵 55.81 -3.7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92 科新机电 23.47 -10.0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093 金刚玻璃 34.30 0.59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94 国联水产 14.13 1.15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095 华伍股份 23.80 -3.0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096 易联众 38.77 -1.8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97 智云股份 25.22 -2.7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098 高新兴 34.20 -1.3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099 尤洛卡 111.50 -4.6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00 双林股份 37.23 -2.23 回调空间较大
300101 国腾电子 87.87 -2.5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02 乾照光电 88.58 -2.5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03 达刚路机 39.30 -1.9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04 乐视网 64.32 1.32 有风险,应谨慎
300105 龙源技术 105.80 -2.4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06 西部牧业 19.50 -2.94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07 建新股份 58.97 -2.0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08 双龙股份 25.90 -2.89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09 新开源 57.00 -5.13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10 华仁药业 16.80 -2.3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11 向日葵 27.09 2.23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继续看好
300112 万讯自控 23.74 -2.26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13 顺网科技 65.26 -2.31 回调空间较大
300114 中航电测 34.80 -2.5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15 长盈精密 57.00 -3.1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16 坚瑞消防 28.25 -1.50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17 嘉寓股份 31.18 0.55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118 东方日升 79.46 -1.0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19 瑞普生物 67.01 -3.3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20 经纬电材 26.90 -2.18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21 阳谷华泰 31.30 0.35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122 智飞生物 34.86 -2.0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23 太阳鸟 36.25 -3.18 回调空间较大
300124 汇川技术 138.80 -1.21 回调空间较大
300125 易世达 68.93 -1.9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26 锐奇股份 31.73 -1.4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27 银河磁体 23.30 -3.16 回调空间较大
300128 锦富新材 43.26 -4.90 回调空间较大
300129 泰胜风能 39.52 -1.2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30 新国都 42.20 -2.65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31 英唐智控 52.98 -3.99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32 青松股份 34.25 -3.30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33 华策影视 95.52 -3.4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34 大富科技 62.89 -2.0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35 宝利沥青 49.37 -3.1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36 信维通信 54.81 0.55 仍以上行为主
300137 先河环保 29.99 -3.57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38 晨光生物 31.80 -3.6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39 福星晓程 63.50 -3.6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40 启源装备 45.87 1.04 强势上行为主,继续看好
300141 和顺电气 37.95 -1.8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42 沃森生物 118.85 -2.7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43 星河生物 66.69 -4.11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44 宋城股份 46.79 -1.0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45 南方泵业 37.50 -1.7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46 汤臣倍健 127.11 2.43 仍以上行为主
300147 香雪制药 35.96 -2.1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48 天舟文化 23.90 -4.2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49 量子高科 30.91 -2.8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50 世纪瑞尔 36.28 -2.50 回调空间较大
300151 昌红科技 33.10 -2.2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52 燃控科技 38.62 -1.98 回调空间较大
300153 科泰电源 38.65 -1.9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54 瑞凌股份 37.44 -2.7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55 安居宝 44.01 -0.7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56 天立环保 60.05 -2.9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57 恒泰艾普 62.01 -5.6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58 振东制药 36.11 -2.0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59 新研股份 96.22 -1.42 回调空间较大
300160 秀强股份 32.15 -1.8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61 华中数控 33.88 -0.82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62 雷曼光电 41.40 -2.36 回调空间较大
300163 先锋新材 27.23 -0.2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64 通源石油 50.66 -1.1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65 天瑞仪器 55.92 -0.8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66 东方国信 59.90 -3.12 回调空间较大
300167 迪威视讯 49.78 -1.9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68 万达信息 27.02 0.41 仍以上行为主
300169 天晟新材 40.89 1.21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170 汉得信息 27.91 -3.0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71 东富龙 91.00 -1.09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72 中电环保 29.35 -4.15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73 松德股份 25.80 0.00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74 元力股份 32.40 0.25 仍以上行为主
300175 朗源股份 22.00 0.05 上升趋势将维持
300176 鸿特精密 20.01 -1.67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77 中海达 57.09 -1.31 回调空间较大
300178 腾邦国际 26.30 -5.53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79 四方达 32.30 0.44 谨慎做多，不追涨
300180 华峰超纤 22.00 -4.84 空方占据主动,不容乐观
300181 佐力药业 0.00.00.0停牌
300182 捷成股份 71.19 0.41 有风险,应谨慎
300183 东软载波 43.00 -1.29 回调空间较大
300184 力源信息 26.66 0.04 有风险,应谨慎
300185 通裕重工 24.15 -5.88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300186 大华农 21.88 -1.8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300187 永清环保 54.41 -2.23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300188 美亚柏科 50.01 -0.18 回调空间较大
300189 神农大丰 25.38 -5.47 回调空间较大
300190 维尔利 69.28 4.97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继续看好
300191 潜能恒信 42.57 -2.83 回调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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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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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一六旬岳父在街上阉割女婿
或因对其生活作风不满，来为女儿出口气

锐读天下

“蜱咬病”元凶找到了
它是新型布尼亚病毒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近两年来，我国部分地
区相继发现一些蜱虫叮咬所致的病例。中国疾控中心
经研究，确定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是这类“蜱咬病”的
元凶。

17日出版的国际权威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刊登了中国疾控中心的这一最新研究成果。这
是国际上首次发现这一布尼亚科病毒。目前该病毒被
命 名 为 发 热 伴 血 小 板 减 少 综 合 征 布 尼 亚 病 毒
(SFTSV)，简称新布尼亚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说，新布尼亚病毒的发
现，是继SARS冠状病毒发现以来全球在病原学研究
领域中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重视
和认同。

美国一架小型飞机坠毁
机上5人全部遇难

新华社洛杉矶3月16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
部长滩机场一架小型双引擎飞机当地时间16日10时
30分(北京时间17日1时30分)在起飞时坠毁，机上5人
全部遇难。

据长滩市消防队介绍，这架双引擎飞机坠毁后被大
火吞噬。起初消防队证实机上有两人丧生，但当地电视
台报道说，机上两名飞行员和三名乘客全部遇难。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这架飞机预定
飞往犹他州首府盐湖城。目前当局正对这起事故展开
调查。

长滩机场位于洛杉矶市以南约42公里处，是一
座小型民用机场。

江苏一些老板抱团买彩票
他们投入千万中得了2500万

竞彩团里都有哪些人

根据事先约定，记者在苏州相城区渭塘
镇见到了徐老板，当时他开着一辆奔驰车。徐
老板看上去相当年轻，三十多岁的样子，和记
者所接触到的企业老板差不多，干净利落，穿
戴得体，但记者一问才得知对方已经年近50
岁。一阵寒暄后，徐老板并没有和记者交换名
片的意思，依旧保持神秘。

徐老板自称小学毕业，相城渭塘人，17岁
就进厂上班，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一步步
做到了乡镇企业的厂长。现在，他在相城经济
开发区开了一家印染厂，资产有几千万。除了
这个厂，根据苏州市体彩中心公开的资料，徐
老板还是常熟市辛庄镇轻纺园一个竞彩店的
老板，他们团队买彩票就是从他的店里直接
购买的。在徐老板看来，虽然竞彩业在国内刚
起步，但他非常看好这一行业的未来发展前
景。“作为生意人，我们都知道，抢先别人一
步，是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因素外，徐老板告诉记者，他投身竞
彩业组建这个“竞彩淘金团”，还缘于他对赌
博的深刻认识。因为很多老板平时没事做，很
容易被拉去赌博，结果赌得昏天黑地，不知道
回家。这样一来，很容易发生家庭矛盾。“还有
就是赌博是违法的，一旦被抓住，结局会很
惨。而且在赌局上，很容易被人下套子，最终
搞得倾家荡产。”而通过组织“竞彩淘金团”，
集中资金竞彩，提高中奖率，能让大家都获得
满意收益。

据徐老板介绍，他去年4月首度组团买彩
时，成员只有七八位，都是生意上有来往的朋
友，大家对足球、篮球等体育运动项目比较有
兴趣。不过，后来有些人退出了，但更多的人
加入进来。目前，该团体成员大约有20名。

对于成员的退出原因，徐老板坦承，主要
是因为那些人在几次买彩票后，中奖机会很
少，造成“支出”远大于“收入”，就没兴趣玩下
去了。“既然是竞彩，肯定大多数人在亏钱。没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玩不下去的。”

据徐老板介绍，目前他们这个“竞彩淘金
团”的成员都是一些企业老板，资产一般都在
500万以上，每个人拿出几万元来玩玩，在经
济上不存在问题。“这就和普通老百姓拿个几
元、几十元出来玩一样。”徐老板举例说。

他们是这样玩彩的

据徐老板介绍，每次竞彩时，他们团队成
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投注，投注哪几
场，然后再直接和店员电话联系，由店员在店
里打票。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交流切磋一
下，再统一交店员打票。另外，由于团体内有
几个成员感觉比较准，中奖率比较高，有时
候，也有一些成员会跟着这几个所谓的“中奖
专业户”打票。

虽然现在每天投注额在40万左右，但徐
老板表示，竞彩店里并没有多少现金。因为大
家都是朋友，他给他们每个人都设置了一个
账户，打票和兑现奖金，都是通过账户进行
的。

到目前，这个团体通过竞彩获得的总奖
金已近2500万元。据徐老板介绍，前前后后他
们“总投资额”有1000多万元，总体算下来，还
是小赚了一笔。

而他们每天的投注额，也是逐步提高。刚
开始时，作为尝试，他们这个团体每天投注
额，大约有两三万元，等到了去年11月，他们
摸索出一定“技巧”和“规律”后，才加大了每
天的投资额。不过，任凭记者想尽法子“取
经”，徐老板不愿吐露半点“真经”。

(据《扬子晚报》)

14日晚9时许，广东佛山南海平洲工农兵街发生血案，一名男子被人用

刀捅至重伤，至今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凶手逃逸。目击者称，凶手是伤者岳

父，因对女婿生活作风不满，用刀捅伤其下体。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江苏常熟有一个“竞彩淘金团”！从去年12月11日到今
年1月24日，短短45天，这个团队有据可查的中奖金额就高
达1497万，到目前为止，这个团体通过竞彩获得的总奖金
已近2500万元。然而由于该团体成员行事相当低调，不愿
意“抛头露面”，一直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最后在记者的多
次“斡旋”下，16日，该“竞彩淘金团”的发起人——— 徐老板
终于答应和记者见上一面，并希望“社会冷静理性地对待
竞彩和我们的中奖”。

徐徐老老板板的的““竞竞彩彩淘淘金金团团””中中奖奖福福地地就就是是这这儿儿。。

[现场] 男子被摁住刀捅下体

平洲工农兵街临河，两岸多老屋，这些老屋现多被改造为
档口，出售生活日用品、五金杂货。除少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外，
本地人占据大多数。伤者姓杨，其经营的饲料店距离大街入口
五六十米处，在旁边老屋内，他与妻子、父母等人一起居住。

一家档口老板回忆，事发前，杨某曾牵着自家小狗在街上
溜达，在一家相熟的电脑维修店门口，杨某还停下和他闲聊。随
后，杨某按原路返回自家档口。不久，档口里传来骇人惊叫声。

目击者称，当时杨某被摁在墙上，两只胳膊被架住动弹不
得。其身旁一名男子手持尖刀，朝杨某下身捅去，杨某挣扎号
叫。不少邻居闻讯跑来围观，持刀男子留在原地不动，盯着杨
某看了一会。此时的杨某在地上翻来滚去，不停地惨叫。

[邻居] 行凶者为男子岳父

围观者称，持刀男子是杨某岳父，60余岁，是本地人，也
住在工农兵街，与杨某是邻居。“捅完人后，他岳父很镇定，还
说不后悔，大不了被判刑。”杨某岳父走到小河边，将长约15

厘米的尖刀丢进河中。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抓他，其岳父很快转
身离去。

警察、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发现杨某上身无大碍，但下
身满是鲜血。医务人员将杨某底裤剪开后，围观人群大惊：杨
某下体血肉模糊，多处中刀。因右大腿根部动脉被伤及，医护
人员历时10余分钟才为其止住血。“吓得我全身发抖。”附近
一家档口的老板说。

14日晚9时50分许，杨某被救护车接走。他的父母用了几
袋稻壳才将大片血迹掩盖。群众见场面血腥纷纷绕行，不少档
主也纷纷关门谢客，街上顿时空空荡荡。

[警方] 已介入调查

“杨某与妻子关系不好，估计老丈人想为女儿出口气。”附
近邻居还称，杨某和妻子有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有知情者
称，杨某脾气暴躁，常和妻子因琐事吵架。“杨某岳父觉得他生
活作风不太好，夫妻也因此多次发生争吵。”

杨某被送往南海第二人民医院，入院后进入ICU重症监
护室抢救，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南海警方称，杨某岳父已潜逃，
杨某因伤重尚无法做笔录，他们已介入调查。

(据《广州日报》)

山东蓬莱海域一采砂船翻扣
幸存者称失踪人员超过10人

新华社山东烟台3月17日电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
北海救助局和烟台市有关部门获悉，烟台市海上搜救
中心于16日11时11分接到报案，一艘采砂船在烟台
市蓬莱海域翻扣在海面。截至17日19时，救援人员已
经救出一名幸存者，但一直未能发现其他幸存船员，
幸存者称事发时船上船员超过10人，在10人至18人
之间。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蓬莱至长岛航线登州浅滩
处，事发地点离海岸大约4海里(7 . 4公里)，船舶为一
艘约100米长的安徽籍自采自运式采砂船。接到报告
后，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立即赶到烟台海上
搜救中心指挥调度救援。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在接
到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消息后，立即安排在长岛海域
待命的“北海救131”轮和在烟台待命的应急反应救
助队12名潜水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通过敲击翻扣船船体发现
里面有回应，很快作出尽快打开船体救出被困人员的
决定。最后用铁锤破洞的方式将一被困人员救出。截
至17日20时，尽管搜救人员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反
复进行搜救探测，但没有发现其他船员的踪影。目前，
事故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之中。事故救援也
在继续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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