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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黑市”

浙江第一懸案嫌犯審訊錄：

隨意買賣個人信息
26 名涉案者被抓獲

妻子一段話讓他開口
跨越 20 多年的“浙江第一
懸案”終於取得突破性進展，甚
至還挖出了 3 起陳年積案（錢江
晚報有連續報導）。徐利累計 7
次搶劫，多次故意殺人，這個心
思縝密、狡詐殘忍的大盜落網後
，只是一句“你們有證據就判我
好了，反正我沒幹。”就閉口不
言。讓他開口，絕非易事。
雖然鐵證如山，零口供也能
辦成案子，但是警方仍然盡最大
努力去跟徐利溝通。
審訊是如何打開突破口的？
“智慧和真誠，缺一不可。”在
最短時間內打開突破口、讓徐利
交代了罪行的諸暨市公安局城中
派出所副所長惠建超告訴記者。
3 月 29 日 14 時，徐利落網
“你們有證據就判我好了”
“3 月 29 日我接到電話，讓
我們準備好審訊場地，專案組要
對嫌疑人實施抓捕。我知道，這
種情況下基本就‘沒跑’了。”
惠建超還清晰地記得那一天抑制
不住的興奮之情。
“當他被押下警車時，我早
已等候在一旁。這個曾經連夢中
都在刻畫的人物，終於出現在了
面前。我特意上前，用右手扶了
一下他的左臂，雖然有些僵硬，
但能感覺到，很結實、很強壯。
”
偵查員告訴徐利，證據確鑿
，讓他趕緊交代犯罪事實；又跟
他講了法律和政策，希望他能儘
快坦白。
他全程幾乎不答話，眼睛也
一直朝下看。偶爾回復一句，就
是，“你們有證據就判我好了，
反正我沒幹。”
一談到老婆和女兒，他就說
：“我和家裡人關係不好的。”
言下之意就是，你們不用打親情
牌。
“我知道，他這是故意打亂
我們的節奏。”惠建超沒著急。
3 月 30 日 3 時，他在徐利對面坐
下。
“我和老婆關係不好”

他看著徐利，腦海裡掠過大
量的往事，那些他再三查證過的
細節。其實，他想告訴徐利的事
情，比他想問的問題還要多。
他想告訴徐利，你作案用的
撬棒，必須經過空氣錘才能鍛造
，我走訪了幾乎全部的相關企業
。
他想告訴徐利，我看懂了你
2007 年作案的佈局。徐利在一個
飲料瓶底部鑽了一個小孔，裝滿
水以後掛在珠寶店的視窗，再從
不遠處的變壓器接線到瓶子裡，
想利用不斷滴入室內的水電擊保
安後作案。這招其實是不行的，
很快就被供電部門發現了。之所
以用這樣的辦法，是不是因為上
一次作案時丟了槍？很難再搞到
一把？
高手過招，知己知彼極為重
要。
淩晨三點，惠建超在徐利對
面坐下。
“我和老婆關係不好。”
“那你倒說說看，關係怎麼
不好了？”
“因為和老婆感情糾葛，用
刀捅了別人……”
“用刀？你怎麼不用槍啊！
”
惠建超似乎隨口說了一句，
徐利卻臉色陡變。
一直到早上 6 點，徐利再也
不說第二句話。
3 月 30 日 10 時，找來徐妻
震驚之下，她急得嚎啕大哭
天亮了，惠建超去洗了個澡
，換了身衣服，開始重新思考，
從哪突破。
上午 10 點，他找來了徐妻
。關於徐妻到底知不知道徐利之
前做過的案子，警方也曾經有許
多猜想。
顯然，她對徐利幹下的“大
事”一無所知，震驚之下，急得
嚎啕大哭。
這麼多年來，枕邊人竟然就
是傳說中的槍匪，這無論如何跟
那個買菜都要問老婆要錢的家庭
主“夫”的形象，無法重合起來

近 3 個小時的詢問，從他們
在衛校相識、相戀談起，到後來
的婚變、重婚，歷史似乎重演了
一遍。
在 1990 年代初，身著夢特
嬌、手持大哥大，騎著時價 3 萬
多元的“本田王”，徐利當然能
算富豪。
1998 年結婚時，辦喜宴的 2
萬多元酒席錢，還是收了紅包以
後給補上的。
為什麼徐利這麼快就沒錢了
？
從土豪秒變屌絲的原因是一
個字：賭。
徐利平日裡的揮霍還是有限
的，他畢竟是生活在三線城市裡
，但是賭桌是個無底洞。
有一次連房產證都輸出去了
，徐妻說，後來籌錢再贖回來的
。
沒有人知道是為什麼，徐利
唯一尚未泯滅的人性系在老婆和
女兒身上。
雖然經歷過婚變，最終他還
是選擇了重婚，並在老婆要求下
，將戶口遷到諸暨。
平時家務全包，連買菜的錢
都是問老婆要的。
即便這樣，他仍戒不掉賭癮
，時不時去棋牌室打麻將，沒錢
在旁邊看看也好。
被抓時還欠著老闆娘幾百元
，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了。
3 月 30 日 15 時，再審徐利
“我可以抽根煙嗎？”
3 月 30 日下午 3 點，惠建超
再次走進審訊室。同事們的眼神
告訴他，徐利的內心仍然封閉。
“不聊案情了，談談人生吧
。”惠建超說，“徐利，我現在
不是審訊你，而是像一個朋友一
樣跟你聊聊。我尊重你，希望你
也能尊重我，能抬起頭和我交流
。”
聽到這句話，徐利抬起了頭
。
惠建超開始講徐利的人生往
事，像過電影一樣，又來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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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傍晚，最後的請求
“我可以見一見我老婆嗎”
“你有什麼要求，可以提，
只要合理，我們會儘量滿足。當
然，我們也希望你能夠向我們坦
白，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了。”
“我能否和我的老婆女兒再
吃最後一頓飯，我想吃炸雞。”
“這恐怕不行。這裡是審訊
室，如果讓你女兒來這裡，會對
她造成很大的心理傷害。”
“你說得也對……那我可以
見一見我老婆嗎？”
這或許會有助於審查的進展
，惠建超答應了徐利。
和家人進行“最後的晚餐”
的要求是不能滿足了，但炸雞是
買來了。
會面時，徐妻泣不成聲。
就像現在大家都公認的，徐
利的命門就在於對妻女的感情很
深。
徐利說，從不告訴老婆自己
的罪行，也是出於對老婆的愛。

據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官方微博消息，此前，有媒體以記
者調查方式報導了“網上‘黑市’個人資訊隨意買賣查身份
資訊只需提供手機號”等網上販賣個人資訊情況。對此，公
安部立即成立由公安部刑偵局牽頭的“2· 17”專案組，全力
開展案件偵辦工作。經縝密偵查，專案組查清了涉案資訊洩
露源頭，抓獲涉案犯罪嫌疑人 26 名，成功破獲該侵犯公民個
人資訊案。
據瞭解，針對記者從網名為“水中取火”“孤星淚”的
嫌疑人手中購買滴滴打車記錄、手機通話記錄、淘寶收貨位
址等資訊情況，專案組順線追蹤、擴線深挖，並輾轉河北、
天津、遼寧、山西、河南、湖南、陝西、廣東等地，逐漸查
清了涉案上下線人員情況和涉案資訊洩露源頭。
現查明，楊某江，網名“水中取火”，男，38 歲，遼寧
省錦州市人；王某，網名“孤星淚”，男，21 歲，遼寧省普
蘭店市人。滴滴打車記錄系湖南德沃資訊技術有限公司(滴滴
客服業務的外包公司)員工王某亮(男，22 歲，湖南省雙峰縣
人)利用職務便利違規查詢獲取並轉賣。淘寶收貨地址系張某(
男，24 歲，河北省三河市人)通過王某亮獲取受害人位址後，
利用 PS 軟體變造獲取並轉賣。聯通手機話單系楊某(男，22 歲
，湖南省醴陵市人)等人利用網路工具，冒充受害人手機號碼
致電聯通公司語音客服，騙取該手機網上營業廳登錄密碼，
進而查詢獲取。聯通手機即時定位資訊系中國聯通天津分公
司員工陳某(男，37 歲，內蒙古額爾古納市人)利用職務便利違
規查詢獲取並轉賣。目前，上述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獲，案
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侵犯公民個人資訊違法
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嚴重侵害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同時滋生電信網路詐騙、盜刷銀行卡、非法討債等下游違
法犯罪，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對此，公安部高度重視，已經
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專項打擊整治行動。
下一步，公安機關將堅持主動進攻、重拳出擊、深挖徹
查，嚴懲一切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的犯罪活動，堅決打掉犯罪
分子的囂張氣焰，並會同有關部門落實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
措施，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儘快剷除滋生侵犯公民個人資
訊犯罪的土壤，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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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忘評論幾句。
“在‘萬元戶’就很了不得
的年代，你身家早已達到幾百萬
，可現在你為何如此落魄？徐利
，作為男人，你不該去賭啊！”
被一個員警這樣回顧自己的
前半生，徐利有點囧。
“你知道嗎，其實你在這個
家裡很重要，你的家人離不開你
。”
聽到這裡，他愣住了。
“怎麼，不相信？來，我讓
你看段視頻。”
原來，惠建超來之前，讓徐
妻錄了一段視頻。
“你都交代清楚，我等你。
”徐妻說得很用心。
徐利看完之後，仰天長歎一
聲，然後低下頭，來了一句：
“我可以抽根煙嗎？”
一般來說，這就是打算開口
了。
他的目光完全變了，變得渴
望和人交流。

專業服務，誠信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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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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