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指控 抢劫后行凶杀人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 1
月6日21时许，被告人王某来
到西安市蓝田县蓝关街办天鹅
湖小区商业街北口水泥路与滨
河南路丁字路口处，见被害人
韩某某独自行走，便对其进行
了拦截，同时施以恐吓威胁，抢
走其vivo牌X9s手机一部。

在威逼索要到手机开机密
码后，王某又将韩某某挟持到
天鹅湖小区在建工地与滨河南
路之间的空地土坡处，抢走其
陕西信合银行卡一张、现金100
元人民币，并威逼索要到银行

卡密码。之后，王某意图逃跑，
韩某某见有车辆行驶路过，便
大声呼救。王某担心罪行败
露，用言语威胁控制未果，便抢
过韩某某的单肩挎包，用包链
勒韩某某颈部致其死亡。

后王某携带韩某某的挎包
逃离现场，将该挎包丢弃在灞
河南岸河堤护坡处。作案后，
王某使用抢得的陕西信合银行
卡在蓝田县农商银行多处ATM
机进行插卡操作，因密码有误，
操作失败。

经蓝田县价格认证中心价

格认定，韩某某被抢的 vivo牌
X9s手机价值1582元。经西安
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韩某某系遭他人勒压颈
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
某采取胁迫、恐吓等方法抢得
被害人韩某某的财物后，为灭
口又采取勒颈手段致韩某某死
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
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
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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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女护士
遇害案开审 驾超标无牌电动车

违法必暂扣

今年1月6日晚，西安蓝田一名
女护士在上班途中离奇失踪，牵动
了无数人的心。两天后，女护士的
尸体在其所住小区附近被找到，案
件随后宣布告破。凶手竟是与其同
住一个小区的31岁男子王某（详见
三秦都市报1月9日A10版、1月10
日A5版报道）。

11月 1日，西安市中级法院开
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公诉机关以抢
劫罪、故意杀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凶手称抢劫系临时起意法庭将择日宣判

2 庭审 王某称抢劫系临时起意

王某在庭审中辩称，自己
最开始并没有抢劫的想法，只
是见对方独自一人行走，想“调
戏一下对方”。

“那天晚上我上完网从网
吧往回走，是临时起意走了小
区后门（即案发地附近，较为偏
僻）的，平时都没有从那走过。
在小区门外我和被害人遇到
了，在我拦下对方后，她问我是
不是想要钱，（整件事）从这才

改抢劫了。”
王某称，为保险起见，自己

将韩某某“固定”到了河滩有树
的地方，以便作案后能及时逃离
现场。没想到在这一过程中刚
好有辆车经过，韩某某喊了起
来。他称，“当时我就慌了，情急
之下就用她的包把她给勒了。”

公诉人对这一点提出疑
问，“既然那辆车当时并没有停
下，受害人与你又力量悬殊，你

完全可以跑掉，为什么还要用
包去勒被害人？”但在整个庭审
中，王某对此类问题均沉默不
答。

对于自己最终难逃法网的
结局，王某则表示，他“早知道
迟早要进来”，所以“也没有去
自首的想法”，就等着公安机关
抓捕。作案当天晚上及第二天
早上，他还先后 3次试图从韩
某某的银行卡里取钱。

3 回放 案发时女护士怀有二胎

年初这起“女护士失踪案”
曝出后，本报曾作过详细报道，
记者也曾专门到事发地走访。

据蓝田警方介绍，1月6日
晚上9点55分，县公安局接到
家住蓝田县天鹅湖小区的胡某
电话报警，称其妻韩某某晚上9
点左右出门上班，在途中失
联。接到报警后，蓝田县公安
局立即组织值班民警、巡（特）
警、城关派出所等进行寻找，于
1月 8日上午找到了韩某某的
尸体。警方通告中显示，韩某
某今年34岁，是蓝田县人民医
院急诊科护士。

1月7日，韩某某的丈夫胡
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
夫妻两人感情很好，有一个5岁

的儿子，妻子当时还怀有二胎。
6日当晚，妻子上夜班，晚上10
点需交接班，因下雪无法骑电动
车出门，便于9点左右从家里出
发步行上班。他家距县医院约
4公里，步行需40多分钟。

晚上9点55分左右，家里
人打电话想问是否平安到达，
韩某某的手机开始没人接，后
来收到一个信息，内容为“正在
开车，稍等给您回复”。过一会
再打，就提示关机了。“这个信
息像是手机里自带的那种，不
是编辑的。”感觉到不对劲后，
家属报了警。

1月8日中午，记者赶到事
发小区，距小区几百米远的事
发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

记者看到，从韩某家到案
发地点，距离虽短，但要经过一
条还未开发的商业步行街，小区
后门外的河堤路上没有路灯。

一位在附近居住的住户告
诉记者，天鹅湖小区背靠灞河，
这条河堤路夏天时有不少人前
来乘凉、游玩。冬天则因为太
冷，几乎没什么人过来。

记者在现场观察，这条河
堤路向西走四五百米的距离，
就是一条车来车往的大路，是
蓝田县有名的南河大桥。但如
果在此处呼救，大桥上的人是
无法听到的。

11月 1日，该案经合议庭
评议后，将择日宣判。

本报记者张晴悦

西安交警严查“三类车”交通违法

自10月25日开展两三

轮车及四轮电动车（“三类

车”）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西

安公安多警种支援交警，西

安交警各大队也结合辖区特

点，采取多种方式严查“三类

车”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已形

成了抄写法规、暂扣车辆、经

济处罚、行业带头等持续强

化势头。

现场

交警建微信群每天推送安全知识

针对电动车违法乱象，连日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西安交
警普遍采取“快”“慢”相结合的方
式，对违法者予以处罚：“快”是指
对有严重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
为的“三类车”，一经发现一律查
扣，不给这些车上路机会；“慢”是
指对“三类车”违法行为在处罚的
同时，还要违法者抄写《西安市文
明促进条例》和《交通安全法》。通
过从严查处起到震慑作用，通过宣
传教育让更多市民主动拒绝超标
电动车，遵守交规。

昨天下午，在交警曲江大队北

池头十字宣传点记者看到，交警不
仅在现场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和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展板，还派小队
深入社区、学校和单位进行五进源
头宣传。对现场查扣的存在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的“三类车”驾驶员，交
警建了微信联络群，定期组织和推
送交通安全学习知识，并不定时在群
里发布二维码扫一扫交通安全学习
知识。截至目前，已相继组建网络安
全教育群 12个，受益人群 1100多
人。记者了解到，自10月25日开展

“三类车”违法整治以来，仅交警曲江
大队就查扣“三类车”1600余辆。

商家

最近买电动车的人少了
与交警的从严查处相比，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销售渠道的管
控仍不规范，很多销售商还抱有
观望和钻空子的心态，销售超标
电动车。

昨天上午，在北关电动车市场，
有电动车销售商对记者说：“最近生
意比较冷清，以前人买车子，考虑的
是是否皮实耐用或者样子是否好
看，是否名牌。最近不少顾客来了
都问，哪一款是符合国标的？比如
我店里这些带脚踏板的，都符合国
标。但很多人试骑之后，都觉得跑

得慢，问问就走了。目前带脚踏板
的电动自行车完全可以上牌，自己
去车管所或我们代办都行。其他没
有脚踏板的，现在一律暂停上牌。
不过，如果你确实购买的是超标车，
我们也有办法上牌，最多3个月就能
办好。”

记者走访中多位电动车销售商
都提到，其实他们也知道哪些电动
车是超标的，但货都到店里了怎么
可能不卖。虽说眼下生意不如从
前，但依然有人来买。“厂家都没停
产，凭啥不让我们卖？”

交警

驾超标无牌车违法必暂扣
根据国家最新的《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市场上销售的电动
车必须有人工助力驱动且强制装置
脚踏，最高时速为25km/h，整车质量
最高不得超过55kg。然而连日来，
记者走访多个电动车市场发现，市
面上销售的主力都是没有脚踏板的
电动车，时速普遍能达到 40-50公
里/小时，且电池电压和电动机功率
都超过国家标准。

多位一线执勤交警均表示，目
前西安虽然尚未对超标电动车的销
售行为出台明确禁令，但提醒广大
市民，驾驶超标无牌电动车，且存在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一定会被暂
扣。同时，超标电动车安全性能得
不到保证，将会给骑车者自身和他
人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希望市民
不要购买和骑行超标电动车，遵守
交通法规。 本报记者李佳

1 指控 抢劫后行凶杀人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 1
月6日21时许，被告人王某来
到西安市蓝田县蓝关街办天鹅
湖小区商业街北口水泥路与滨
河南路丁字路口处，见被害人
韩某某独自行走，便对其进行
了拦截，同时施以恐吓威胁，抢
走其vivo牌X9s手机一部。

在威逼索要到手机开机密
码后，王某又将韩某某挟持到
天鹅湖小区在建工地与滨河南
路之间的空地土坡处，抢走其
陕西信合银行卡一张、现金100
元人民币，并威逼索要到银行

卡密码。之后，王某意图逃跑，
韩某某见有车辆行驶路过，便
大声呼救。王某担心罪行败
露，用言语威胁控制未果，便抢
过韩某某的单肩挎包，用包链
勒韩某某颈部致其死亡。

后王某携带韩某某的挎包
逃离现场，将该挎包丢弃在灞
河南岸河堤护坡处。作案后，
王某使用抢得的陕西信合银行
卡在蓝田县农商银行多处ATM
机进行插卡操作，因密码有误，
操作失败。

经蓝田县价格认证中心价

格认定，韩某某被抢的 vivo牌
X9s手机价值1582元。经西安
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韩某某系遭他人勒压颈
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
某采取胁迫、恐吓等方法抢得
被害人韩某某的财物后，为灭
口又采取勒颈手段致韩某某死
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
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
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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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女护士
遇害案开审 驾超标无牌电动车

违法必暂扣

今年1月6日晚，西安蓝田一名
女护士在上班途中离奇失踪，牵动
了无数人的心。两天后，女护士的
尸体在其所住小区附近被找到，案
件随后宣布告破。凶手竟是与其同
住一个小区的31岁男子王某（详见
三秦都市报1月9日A10版、1月10
日A5版报道）。

11月 1日，西安市中级法院开
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公诉机关以抢
劫罪、故意杀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凶手称抢劫系临时起意法庭将择日宣判

2 庭审 王某称抢劫系临时起意

王某在庭审中辩称，自己
最开始并没有抢劫的想法，只
是见对方独自一人行走，想“调
戏一下对方”。

“那天晚上我上完网从网
吧往回走，是临时起意走了小
区后门（即案发地附近，较为偏
僻）的，平时都没有从那走过。
在小区门外我和被害人遇到
了，在我拦下对方后，她问我是
不是想要钱，（整件事）从这才

改抢劫了。”
王某称，为保险起见，自己

将韩某某“固定”到了河滩有树
的地方，以便作案后能及时逃离
现场。没想到在这一过程中刚
好有辆车经过，韩某某喊了起
来。他称，“当时我就慌了，情急
之下就用她的包把她给勒了。”

公诉人对这一点提出疑
问，“既然那辆车当时并没有停
下，受害人与你又力量悬殊，你

完全可以跑掉，为什么还要用
包去勒被害人？”但在整个庭审
中，王某对此类问题均沉默不
答。

对于自己最终难逃法网的
结局，王某则表示，他“早知道
迟早要进来”，所以“也没有去
自首的想法”，就等着公安机关
抓捕。作案当天晚上及第二天
早上，他还先后 3次试图从韩
某某的银行卡里取钱。

3 回放 案发时女护士怀有二胎

年初这起“女护士失踪案”
曝出后，本报曾作过详细报道，
记者也曾专门到事发地走访。

据蓝田警方介绍，1月6日
晚上9点55分，县公安局接到
家住蓝田县天鹅湖小区的胡某
电话报警，称其妻韩某某晚上9
点左右出门上班，在途中失
联。接到报警后，蓝田县公安
局立即组织值班民警、巡（特）
警、城关派出所等进行寻找，于
1月 8日上午找到了韩某某的
尸体。警方通告中显示，韩某
某今年34岁，是蓝田县人民医
院急诊科护士。

1月7日，韩某某的丈夫胡
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
夫妻两人感情很好，有一个5岁

的儿子，妻子当时还怀有二胎。
6日当晚，妻子上夜班，晚上10
点需交接班，因下雪无法骑电动
车出门，便于9点左右从家里出
发步行上班。他家距县医院约
4公里，步行需40多分钟。

晚上9点55分左右，家里
人打电话想问是否平安到达，
韩某某的手机开始没人接，后
来收到一个信息，内容为“正在
开车，稍等给您回复”。过一会
再打，就提示关机了。“这个信
息像是手机里自带的那种，不
是编辑的。”感觉到不对劲后，
家属报了警。

1月8日中午，记者赶到事
发小区，距小区几百米远的事
发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

记者看到，从韩某家到案
发地点，距离虽短，但要经过一
条还未开发的商业步行街，小区
后门外的河堤路上没有路灯。

一位在附近居住的住户告
诉记者，天鹅湖小区背靠灞河，
这条河堤路夏天时有不少人前
来乘凉、游玩。冬天则因为太
冷，几乎没什么人过来。

记者在现场观察，这条河
堤路向西走四五百米的距离，
就是一条车来车往的大路，是
蓝田县有名的南河大桥。但如
果在此处呼救，大桥上的人是
无法听到的。

11月 1日，该案经合议庭
评议后，将择日宣判。

本报记者张晴悦

西安交警严查“三类车”交通违法

自10月25日开展两三

轮车及四轮电动车（“三类

车”）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西

安公安多警种支援交警，西

安交警各大队也结合辖区特

点，采取多种方式严查“三类

车”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已形

成了抄写法规、暂扣车辆、经

济处罚、行业带头等持续强

化势头。

现场

交警建微信群每天推送安全知识

针对电动车违法乱象，连日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西安交
警普遍采取“快”“慢”相结合的方
式，对违法者予以处罚：“快”是指
对有严重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
为的“三类车”，一经发现一律查
扣，不给这些车上路机会；“慢”是
指对“三类车”违法行为在处罚的
同时，还要违法者抄写《西安市文
明促进条例》和《交通安全法》。通
过从严查处起到震慑作用，通过宣
传教育让更多市民主动拒绝超标
电动车，遵守交规。

昨天下午，在交警曲江大队北

池头十字宣传点记者看到，交警不
仅在现场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和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展板，还派小队
深入社区、学校和单位进行五进源
头宣传。对现场查扣的存在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的“三类车”驾驶员，交
警建了微信联络群，定期组织和推
送交通安全学习知识，并不定时在群
里发布二维码扫一扫交通安全学习
知识。截至目前，已相继组建网络安
全教育群 12个，受益人群 1100多
人。记者了解到，自10月25日开展

“三类车”违法整治以来，仅交警曲江
大队就查扣“三类车”1600余辆。

商家

最近买电动车的人少了
与交警的从严查处相比，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销售渠道的管
控仍不规范，很多销售商还抱有
观望和钻空子的心态，销售超标
电动车。

昨天上午，在北关电动车市场，
有电动车销售商对记者说：“最近生
意比较冷清，以前人买车子，考虑的
是是否皮实耐用或者样子是否好
看，是否名牌。最近不少顾客来了
都问，哪一款是符合国标的？比如
我店里这些带脚踏板的，都符合国
标。但很多人试骑之后，都觉得跑

得慢，问问就走了。目前带脚踏板
的电动自行车完全可以上牌，自己
去车管所或我们代办都行。其他没
有脚踏板的，现在一律暂停上牌。
不过，如果你确实购买的是超标车，
我们也有办法上牌，最多3个月就能
办好。”

记者走访中多位电动车销售商
都提到，其实他们也知道哪些电动
车是超标的，但货都到店里了怎么
可能不卖。虽说眼下生意不如从
前，但依然有人来买。“厂家都没停
产，凭啥不让我们卖？”

交警

驾超标无牌车违法必暂扣
根据国家最新的《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市场上销售的电动
车必须有人工助力驱动且强制装置
脚踏，最高时速为25km/h，整车质量
最高不得超过55kg。然而连日来，
记者走访多个电动车市场发现，市
面上销售的主力都是没有脚踏板的
电动车，时速普遍能达到 40-50公
里/小时，且电池电压和电动机功率
都超过国家标准。

多位一线执勤交警均表示，目
前西安虽然尚未对超标电动车的销
售行为出台明确禁令，但提醒广大
市民，驾驶超标无牌电动车，且存在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一定会被暂
扣。同时，超标电动车安全性能得
不到保证，将会给骑车者自身和他
人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希望市民
不要购买和骑行超标电动车，遵守
交通法规。 本报记者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