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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阿里女员工被侵
害”一案，公安机关在济南、杭州两
地同步全面调查取证，依法开展讯
问询问、调阅视频监控、固定提取
电子数据、勘验检查等工作。现就
调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案件起因

2021年7月26日，阿里巴巴集
团王某文、胡某敏来济出差，入住
市中区大观园亚朵酒店。27日，阿
里巴巴集团周某(女)来济出差，入
住槐荫区济南西站亚朵轻居酒
店。同日，王某兵入住天桥区维也
纳酒店。下午，一行 4人到济南华
联超市洽谈业务并成功签约。当
晚，4人在市中区中海环宇城渔家
灯火饭店宴请济南华联超市张某
等 4人。饭后，周某返回槐荫区济
南西站亚朵轻居酒店。7月 28日
上午，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
态下被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于中
午报警。

二、关于犯罪嫌疑人王某
文涉嫌强制猥亵犯罪的情况

2021年 7月 28日 12时 34分，
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张庄路
派出所接 110 报警，报警人周某
称：“昨天晚上喝醉酒了，我同事
送我回来，第一次送我回来是两
个同事一起，后面其中有个男同
事自己单独折返进入我房间，那
个时候我已经喝醉了，然后可能
发生一些事情，我现在想去查这个
酒店的监控，酒店这边说：‘不能
看，涉及用户隐私。’我这边没办法
看，我想问下怎么能看录像，是不
是警察的人来过后能看录像？目
前我没有受伤。”

接报警后，张庄路派出所第一
时间处警，并于当日受理为刑事案

件。值班民警到槐荫区济南西站
亚朵轻居酒店后，调取查看监控录
像，对房间进行勘查。经查实，周
某系退房后报警，其入住房间已打
扫。随后，民警立即带领周某前往
山东省立医院进行人身检查。15
时 15分，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周某
举报的男同事王某文到派出所接
受调查。

因案情比较复杂，需多方取证
调查，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7
月 29日，槐荫区分局将此案立案
审查期限延长30日。8月10日，立
为强制猥亵刑事案件。

经查证，2021年7月27日晚至
28日凌晨，王某文先后4次进入周
某房间。

第一次：7月27日22时51分，
王某文与济南华联超市陈某丽(女)
打出租车送周某到达槐荫区济南
西站亚朵轻居酒店。在酒店前台，
因周某酒醉无法确认房间号码，王
某文持周某身份证、房卡交服务员
确认房间号码。22时 53分，王某
文和陈某丽一起把周某送进房间
休息。22时58分，陈某丽离开后，
王某文间隔15秒离开房间。

第二次：陈、王两人下楼后，陈
某丽打车回家。23时 04分，王某
文在酒店门口欲打车离开时，接到
胡某敏电话告知，周某多次给其打
电话说话含糊不清。胡某敏得知
王某文仍在周某酒店楼下，让王某
文去查看周某的情况。23 时 08
分，王某文取消打车软件订单。23
时 16分，王某文返回酒店前台，持
周某及本人身份证，经前台电话联
系征得周某同意后，办理了周某房
间的房卡，于 23时 23分进入周某
房间。在房间内，王某文对周某实
施了强制猥亵行为，23时 33分王
某文网上购买避孕套。23时43分

王某文离开周某房间，此时避孕套
并未送达。7月 28日 0时，快递员
将避孕套送至酒店前台(上午10时
许，王某文返回酒店前台将该避孕
套取走并丢弃)。

第三次：7月28日0时，王某文
在酒店门口打车准备离开，接到身
在杭州同事胡某鹏(女)微信视频电
话告知，周某多次与其联系语焉不
详，让王某文查看一下周某情况。
王某文连接了视频通话于 0时 13
分进入周某房间，向胡某鹏证实周
某已入睡。0时21分，王某文离开
周某房间。

第四次：王某文下楼后，因发
现自己入住酒店(市中区大观园亚
朵酒店)的公用雨伞遗忘在周某房
间，于0时24分进入周某房间，0时
26分取回雨伞后离开房间，打车返
回酒店休息。

三、关于犯罪嫌疑人张某
涉嫌强制猥亵犯罪的情况

8月4日，周某再次拨打110报
警称：“7月27日晚上，我在济南市
市中区中海环宇城渔家灯火饭店
内与同事领导吃饭时，因醉酒被人
猥亵。”市中区分局七贤派出所接
警后当日受理，依法开展调查。8
月 10日，市中区分局依法将此案
移交槐荫区分局进行并案侦查。

经查证，7月 27日宴请期间，
21时 29分，周某因饮酒过多欲呕
吐时，张某陪其一起走出包间。周
某出包间后一路呕吐至饭店大厅
吧台垃圾桶处。随后，返回包间途
中张某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
为。22时许，宴请结束。

7月28日7时14分，周某与张
某联系，告知房间号码，张某从家
中携带一盒未开封的避孕套，于 7
时 59分到达槐荫区济南西站亚朵

轻居酒店，敲门进入周某房间后，
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9时
35分，张某离开周某房间时，带走
周某内裤一条，避孕套(未开封)遗
留在房间内。

四、涉案相关情况调查

1.关于周某是否被迫出差
经查实，2021年 4月，阿里巴

巴集团某部与济南华联超市达成
合作意向后，单位确定周某负责后
续对接。7月15日双方网签，约定
7月 27日现场盖章签约。通过大
量证人证言及调取阿里公司出差
报备系统信息、相关电子数据等证
据，未发现周某被迫出差情况。

2.关于周某是否被“灌酒”
经查实，7月27日下午双方签

约结束后，王某文提议共同庆祝签
约成功，周某预订了饭店并通知济
南华联超市参加人员就餐的时间、
地点。当晚，共 8 人就餐 (6 男 2
女)，1位女士未饮酒，1人饮用2瓶
啤酒，王某文、张某、周某等 6人饮
用近 5瓶白酒。经就餐人员、饭店
服务人员证实，就餐期间无人强迫
饮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毫升。

案发后，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
分局开展立案调查，为确保调查权
威、准确、专业，济南市公安局抽调
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商请检察
机关提前介入。山东省公安厅刑
侦局督导并组织专家参与了案件
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237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王某
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
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
强奸犯罪事实发生。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京报》

8月 12日 23时 48分，14头北
移亚洲象由玉溪市元江县曼来镇
进入普洱市墨江县境内。归来后，
象群情况如何？

记者驱车 400多公里，跟随云
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亚洲象搜寻监
测队，在8月13日下午到达普洱市
墨江县，用镜头记录下象群归来后
的第一天，它们生活、觅食的最新
画面。在阴雨和薄雾中，象群沿着
山脊小范围移动。因为有间歇性
的降雨，甚至是短时强降雨，象宝
宝乖巧地跟随着成象，成象也有意
识地把象宝宝保护在象群中间。

普洱的森林覆盖率达74.59%，
丰富的森林资源为亚洲象创造了良
好的栖息条件，从1992年1头野生

亚洲象进入普洱市思茅区境内开
始，迁徙到普洱的野生亚洲象数量
种群逐年增加，目前约有 9个象群
181头亚洲象常年定居普洱，约占
全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的62%。

象群回家后，会不会继续南下
或者北移？对于象群下一步的动
向，专家也给出了分析。

专家分析说，北移象群为研究
和探索亚洲象和栖息地，提出了很
多新的挑战。针对象群对环境的
适应，行为上的一些变化，还有人
象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都会进一
步深入研究。

对于象群下一步的动向，专家
表示，目前看起来整个象群还是走
着原来来时的路，这样它往南走的

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要继续跟
踪监测，象群有可能在墨江逗留较

长的时间，也不排除它们继续北上
的可能性。 据央视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当日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刚察县柴达尔煤矿发生
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有作
业人员21人，已有2人升井（1人死

亡、1人受伤），另有19人被困井下。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党委书

记、部长黄明立即到部指挥中心，视
频调度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要求迅
速组织专业力量，全力救援、科学施

救；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
肃追责，督导各地进一步加大严格
监管力度，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应急管理部已指派副部长、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玉治率工作组

和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事故发生后，柴达尔煤矿救援

队、海北州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
量立即组织施救，目前救援工作仍
在进行中。

青海柴达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1人遇难19人被困

盗用顾客个人信息
私制手机卡贩卖2人获刑

据新华社电 近日，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依法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1
年、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依法判处赵
某有期徒刑 10个月、处罚金人民币
8000元。

赵某称，其与李某经营一家办
理手机卡基础业务的店铺，两人商
量后决定，在为客人办理手机卡时，
以“刷脸没刷上”“需要多次指纹识
别”等借口，故意盗用他人个人信息
办理额外手机卡出售获利。二人累
计售卖 30余张、每张 90元，且两人
知晓违规手机卡可能会被用于具有
违法犯罪风险活动。

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2月，被
告人李某授意被告人赵某在北京市
顺义区经营的手机店内，在为被害
人开通手机卡及解决网速问题过程
中，故意多次进行人脸识别、冒用被
害人签名等方式，在被害人不知情
的情况下，以其名义开通手机卡 4
张，后由李某变卖获利。后他人利
用上述手机卡中的 2张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8起，骗取人民币共计51
万余元。

顺义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赵
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伙同他人为其提供帮助，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均应
予惩处。鉴于二被告人自愿认罪认
罚，故依法对二人从宽处罚。该判
决现已生效。

日本单日新增首超2万例
拉姆达毒株入境

日本13日通报日增新冠确诊病
例数首次超过2万例，连续三天刷新
纪录。全国 47个都道府县中，16个
都府县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创疫情
暴发以来新高。有专家建议，政府
应将实施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至
全国。

据报道，12日新冠重症患者人
数比前一天增加 74人，至 1478人，
近 4倍于一个月前的水平，打破 5月
下旬创下的1413名重症患者人数纪
录。政府预计重症患者人数还会
增加。

日本媒体13日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日本发现的首例变异新冠
病毒拉姆达毒株感染者与数天前闭
幕的东京奥运会有关。这名确诊者
的具体信息此前不为外界所知。

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确诊者为女性，现年 30多岁，去
过秘鲁，7月20日持奥运会相关证件
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境。她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
究所确认她感染的是拉姆达毒株。

据新华社

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

两人涉嫌猥亵罪未发现强奸发生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回家
第一天林间漫步很悠闲

8月13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漳州17人在海边落水
10人死亡1人失联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福建省漳
州市委市政府获悉，8月 14日下午，
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漳州市漳浦
县前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
海中。接到报警后，漳州市、县两级
全力组织搜救。截至目前，已搜救
出落水人员 16人，其中 10人经抢救
无效死亡，6人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
人正在搜救。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