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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韬韬（右）与同事在查看DNA比对信息。

拐卖妇女儿童——一种最原始、最野蛮的犯罪，仍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滋生蔓延。

1990年，3岁男孩游德华遭人拐卖，消失在茫茫人海，父母苦苦寻找了整整28年。今年8月，长大初为人父后，游德华萌发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所幸的是，中山警方通过DNA比对技术，为

他们找到了彼此。（见本报8月15日5版报道）帮他们实现梦想的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四大队主办民警李韬韬，一位普通的打拐民警，在打拐办已坚守9年。市打拐办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9年来，因工作的需要，打拐办换了几茬人，只有李韬韬一直坚守至今，所有打拐案件他几乎都参与侦办。9年中，警方已帮助30多个求助者找回亲生父母或孩子，圆了他们的寻亲梦。

打拐9年助30多个家庭重团聚
——我市一位普通民警为他人寻亲的故事

2009年初春，市公安局重案组
27岁警员李韬韬调至新成立的打拐
组。时隔几日，公安部部署打拐专项
行动。彼时，市局DNA信息库建好，
刚与全国联网。浩如烟海的DNA信
息每天都在自动检索比对，有新信息
汇入，发生重合，系统就会自动弹出，
一个失散的家庭可能因此而团聚。

8月的一天，大涌镇居民曾虎采
完血样焦急等待结果。他的心早就
碎了，2003年 10月 5日，1岁半的儿
子在大涌镇安堂社区走失，他找遍
大江南北，一直杳无音讯。突然，
DNA数据库跳出比中的信息。“小
孩在揭阳！”李韬韬高兴极了。

李韬韬决定去一趟揭阳惠南
县。与他同行的除了大涌民警李杰，
还有市局的一名法医。此行的目的
还不是解救，他们得去采小孩的血
样，比对确认后，方可救人。

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韬韬
找到了惠南县辖区派出所，值班所
长找来村治保主任。“你们先歇歇，
喝点茶，我去找找！”村子其实很小，
但治保主任找了很久才回来。结果
令人怀疑，说是母亲在，“父子”都去
海南了。

他们决定去家里看看，治保主
任前面带路。孩子家的房子只有三
四十平方米，非常破旧。孩子的“妈
妈”躺在床上，身体消瘦，看样子病
得厉害。问孩子的去向，回复还是

“父子”去海南了，至于具体哪里就
不清楚了。

怎么办？招待所里，李韬韬征求
大家的意见。法医很专业，说看到孩
子家里有不少牙刷，说牙刷上的唾液
可以用来做比对。第二天，按照分工，
两人负责做工作，法医想办法拿到牙
刷，即示意可以走了。大家没走几步，

家里的女孩突然跑去厕所看了一眼，
接着大喊：“牙刷被拿走了！”

李滔滔喊道“跑吧！”大家一口
气跑出了村子。身后虽然有人追，但
听说只是丢了牙刷，也就没追了。三

人当晚赶回中山，次日比对结果就
出来了，可以确定该孩子是曾虎家
的无疑。

这是广东省首例、全国第二例
依靠DNA破获的拐卖案件。

打拐就像上战场，稍有疏忽，悲
剧就可能发生。

2011年7月19日，中山暴雨。早
班不久，李韬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三角镇高平工业区，一名3岁男孩被

“叔叔”用一支雪糕诱拐走了。
事不宜迟，李韬韬急赴高平工

业区。了解情况后，他调取了出租屋
前面的视频监控。当时的视频录像
为普清版，看不太清，但能看到一个
小孩跟着一个大人去了士多店，并
且买了像雪糕一样的食品。小孩边
走吃着，不多久，便和大人上了一辆
摩的，逐渐消失在雨雾中……

李韬韬赶紧将视频截图发回市
局图像实验室。请专家将图像做得
清晰一些。视频中的摩的司机很快
被找到，听说有小孩被拐，马上回忆
道：“那男人带小孩坐上了去富华车
站的公交车。”

雨刮器的快速摆动中，李韬韬
顶着大雨赶到车站，拿到了对应时
间车辆的内部视频监控。车内三个
摄像头只个是好的，所幸正好对准
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只是，整个坐
车过程，男子只掏出过一次手机，说
了一句话，这句话吐字清晰，但一时
间没有人能听懂。

有同事突发奇想：“不会是越
南人吧？”李韬韬一听，有可能。他
马上找来一名广西老乡，一听之
下，发现说的是：“我有货，要不要，
正在带回来！”

所幸这时传来好消息，发现男
子和小孩上了开往湛江的车。

李韬韬等民警立即赶往湛江。
他们找到了湛江警方。说明情况后，
湛江警方说，廉江有个村子，其中有
些越南人。湛江民警让李韬韬等中
山来的警察在村口守候，他们派便
衣进村侦察。

小孩一旦被人贩子出手，找
回来的可能性如同大海捞针。一
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

了，前方毫无回音。正当李韬韬焦
急万分的时候，意外出现了，一名
男子带着一名小孩走出村口，准
备到路边搭车。李韬韬定睛一看，
有些不敢相信，该男子竟然送上
门来。

司机很机灵，开车把李韬韬等
一车的“便衣”拉了过去，在男子和
小孩旁边停下来：“兄弟，电白怎么
走啊？”没想到男子会普通话，便衣
全都下车了，还热情地指路。李韬
韬等人猛扑过去，瞬间，男子被摁
倒在地。

审讯得知，男子是越南人，被警
方抓获时，准备去“交货”，价格和买
主已经说好了。

取证：拿到牙刷 警察撒腿就跑

抓捕：凭一句话 找到人贩子将其摁倒

纠结：做了好事 有时心里也会很矛盾

DNA入库检测费用全免
市打拐办有关负责人说，如果孩子不幸被拐，或是自

己怀疑是被人贩子拐卖的，都可以携带身份证，就近到全
市任何派出所报案，申请DNA入库检测，费用由公安机关
承担。血样采集时，父母最好都能到场，可减少寻亲难度。
当然，父母最好能将孩子的日常物品同时送检，以便采集
到孩子的DNA信息。

提 醒

文/本报记者 卢兴江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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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公司：
以高性价比运动相机

抢客源
记者在三藏公司的生产车

间现场看到，几十名工人正紧张
装配、检测、封装一台台像火柴
盒大小的 4K高清运动相机。据
介绍，该产品目前只供应小米商
城，未来将进入京东等其它电商
平台和实体店，并将重点出口欧
美市场，因为欧美运动用品市场
需求量比中国大很多。

该公司技术主管向记者演
示了该运动相机的“傻瓜相机”
式操作步骤：装上锂电池、储存
卡,然后像玩智能手机一样开机、
用手指触屏选择各种拍摄功能
切换。“无论你进行什么样的剧
烈运动，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都
达到 4K高清度，而且能在水下
30米以内拍摄。国外产的同类产
品至少要上千元人民币，而我们

的产品全国统一价399元。”
解临凡坦言，该公司已经全

力以赴投入“双十一”筹备工作。
目前该公司投入运动相机生产
的中山员工达 30人，由于员工
对该新产品的装配还不熟练，为
按时在 10 月 19 日上线小米商
城，目前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
同时也动员为该公司供应配件
的供应商紧急加班；另外，该公
司在北京的几十人研发设计团
队已全部投入该产品的相关技
术维护工作。物流配送方面，该
公司从坦洲工厂发货之后直接
进入小米广州货仓，再由小米输
送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货仓。该公
司计划在 11月 5日之前把所有
供应“双十一”的产品运达广州
货仓，“广东地区的消费者即使
在 11月 11日零时下单，11月 12
日白天就应该可以收到货。”

●进成公司：
代工多个小米新品备

战“双十一”
而在坦洲镇火炬路的进成

（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更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场景，几层
车间所有的机台悉数开动，该公
司商务总监冯正强还亲自到生
产一线督战。该公司前身是一家
日资企业，2014年由本土企业家
全资收购，同年 10月正式成为
小米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小米
空气净化器至今已销售数百万
台，其中超过 1/2是进成公司出
产，该公司在 2016年“双十一”
以高性价比优势售出 20万台空
气净化器而名声大振。

冯正强告诉记者，该公司为
小米品牌代工的产品除空气净
化器、加湿器之外，今年还增加电
吹风、便携式圆筒型剃须刀、宠物
饮水机，目前已经在网上开售的

电吹风、便携式圆筒型剃须刀都
卖得很火，特别是剃须刀产品已
经多次出现卖断货现象，预计在
今年“双十一”更加火爆。宠物饮
水机计划在11月开始正式发售，
这是小米针对国内宠物用品市场
剧增而新开发的热门产品，目前
预售已经收到几万台订单，证明
其具有很大的市场认可度。

他坦言，近几年国家对环保
政策不断强化，国内空气环境有
所改善，因此，空气净化器的市

场需求量增幅放缓。但电吹风、
剃须刀、宠物饮水机等产品销量
应该较乐观，预计部分产品比去
年有成倍增长。所以该公司目前
全力加大生产力度，避免此前屡
次出现的产品卖断货现象。“进
成公司依靠新产品的销售增长
来弥补主导产品空气净化器销
量减少的空间，预计整个公司总
体业绩同比保持平稳。”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标
通讯员 林香泉 刘林

本报讯 10月 8日，市工商
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
大）学习会，党组书记林春红主
持，党组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职
工到场，专题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关于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省工商联《关于迅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
察时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提出的工
作要求。

与会人员表示，将进一步加
强学习，深刻认识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给每一位非公经济人士，
让他们感受到党中央对他们的
关心关爱关怀，以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开创中山非公经济“两个健
康”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工商联
组织要按照省工商联工作部署，
一是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辽宁考察时关于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热潮，结合
理想信念实践教育以及当前工
作热点开展，进一步增强非公经
济人士“四信”和“四个意识”；二
是利用各类宣传媒体加大对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宣
传力度，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三

是结合改革开放 40周年，宣传
中山市非公经济发展巨大成就，
讴歌非公经济人士重大贡献；四
是积极推进良好营商环境建设，
加强收集政策实施情况反馈意
见，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黄海潮 龚商莲）

本报讯（记者 黄标 通讯员 陈志敏）日
前，由中山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承办、中山
市现代服务业协会协办的“广东省民营企业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对接活动”在小榄镇举办，
来自中山市家电行业、脚轮行业、五金行业的
近60名企业代表参加活动。通过本次对接交
流，让中山企业更了解智能制造所带来的好
处，以及自身应该如何规划智能制造的整体
改造和应用，共同探讨如何实施智能改造。

在对接活动中，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联盟
执行主席李明按“理解智能制造”、“智能制
造的好处”、“企业智能制造升级的现状”、

“企业智能制造升级五大策略”等方面，系统
而详细地为企业代表讲解“企业通往智能制
造的途径”。广州数控智能制造工程中心常
务副主任宋健用系列经典改造案例，为企业
代表讲述冲压工艺、焊接工艺在实施智能化
改造过程中的难点所在和解决方案，为参会
企业答疑解惑。

本报讯 根据《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管理办法》文件
精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配备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取得《广东省
食品安全管理员考试合格证明》。为此，黄圃
食品腊味商会于今年 9月中旬组织 100多名
会员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在黄圃镇集中
培训，邀请广东省食品安全学会技术总监何
洁仪为学员们授课。

通过 7天培训，有效提高该商会会员企
业食品安全管理员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
安全防范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学员乘坐
商会组织的专车分批前往广州考试，通过严
格的机试，所有会员顺利通过考试并拿到广
东省食品安全管理员证书。 （黄标 柳华）

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要求全力促进中山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坦洲镇引导制造业企业备战今年“双十一”

力争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客户

市现代服务业协会

助力民企推广
智能制造技术

黄圃食品腊味商会

百名会员通过省级
食品安全管理员考试

积极推进良好营商环境建设

三藏公司技术主管向记者演示4K高清运动相机的操作步骤。

“经过半年试产，我们的海鸟4K高清运动相机10月9日已正式量产，目前每天可产出近400台，到
10月19日将有首批3000台相机在小米商城正式上线，届时共有3款产品供消费者挑选。相信我们的产
品性价比一定能让‘双十一’剁手族开心！”10月10日下午，在坦洲镇坦南创客园的中山市三藏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办公室里，该公司总经理解临凡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在坦洲镇走访多家企业发现，自从9月27日坦南创客园联合坦洲镇个私协会、坦洲镇商会举办
《电子商务法》暨“双11”电商节攻略讲座，在全市率先引导企业发起“双十一”备战之后，不少坦洲企业
已经全力投入备战，力争以更高的性价比优势抢夺“双十一”客源。

做打拐警察，有时内心也会
很矛盾，但李韬韬一直坚守自己
的底线，凡拐必打，这也是一名
警察的职责所在。

8年前，也就是 2010年 9月
2日，三乡镇一名治安员路过巡
逻地，偶然听到一段对话，大致
内容是：一方想买怀中的小男
孩，问对方给多少钱？对方表示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些后续事
宜现在要说好。治安员一听，这
不是买卖儿童吗？立马就报告了
辖区派出所。

警察赶到时，卖孩子的男子
一看不对劲，丢下孩子撒腿就跑
了。准备买孩子的老人没有跑，
连同哇哇啼哭的男婴被带回了
派出所。

李韬韬赶到三乡公安分局
时，发现院子里停了一辆宝马
X6轿车，车的主人是一名 60多
岁姓李的老人，正接受警察询
问。李某说，家里有三个儿子，都
成家立业了，出门赚钱了，自己

虽然也有钱，但没人陪伴，就想
收养个小孩，可是，走正规渠道，
自己不符合条件。

没有形成犯罪事实，教育了
一番，李某就被释放了。李韬韬
带人寻找售卖男婴的男子，没找
着，男婴的母亲在垃圾场的一间
破屋里被找到了。母亲刚生孩子
不久，走不了路。原来，孩子的确
是这位母亲跟卖小孩的男子亲
生的，他们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后来跟着男子来到中山一起拾
垃圾维持生计。

孩子的父亲跑了，警方担心
母亲可能养不活男婴，就将男婴送
到了中山市儿童福利院。李某事后
还两次找到李韬韬，提出收养的想
法，但李韬韬表示难以帮忙。

“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孩子
就这命呢？如果阴差阳错，被开
X6的这个老头收养了，命运将可
能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可是，
与我们警察而言，法不容情啊！
警察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