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0日零时许，一具遗骸从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中操场挖
出。多方信息指出，这一遗骸极有可能是新晃一中16年前“失踪”的
教职工邓世平，而且邓可能系新晃一中时任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操
场工程承包方负责人杜少平所害。

23日下午，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向记者确认，经DNA鉴定，
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遗骸，确系“失踪”16年的邓世平。

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当地
查获杜少平等人涉恶犯罪团伙。在深挖审讯杜少平涉恶犯罪团伙罪
行时，调查重点之一就是2003年邓世平失踪案，杜少平等人承认了杀
人埋尸的犯罪事实。

根据杜少平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现场指认，6月18日上午9
时，当地警方对新晃一中操场开始挖掘，经过近两天工作，从现场提取
到人体骨骸以及衣服和可疑残留物。6月20日，该遗骸被送往怀化
市公安局进行DNA检验鉴定。警方还提取了邓世平母亲、弟弟、妻
子和儿女的血液标本，与遗骸物样本进行DNA比对。

备受关注的湖南“操场埋尸”案，23日有了最新进展：湖南省怀化市公安
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DNA鉴定结果确认，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遗
骸，为2003年失踪的新晃一中教职工邓世平。

连日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查看挖掘现场，走访
办案单位、遇害者家属等有关各方，就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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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星期一

海曙 古林镇:闻江岸 4 号公变(7:30-15:00)威尔德

5320033995，上王村2号公变，东联，义民农庄5002196270，

亲亲 5320147960，前元 1、2、3、4、5、6、7、8、9号公变，松井

5318062548，粮能粮食5320392165，水厂，联达5320032269，

金宇5320110526，隆兴5318057813，建新5318111643，景润，

普罗斯(7:30-15:00)

江北 庄桥街道冯家村部分（8:30-15:30）洪塘街道滕头

农庄（8:30-16:20）

7月2日 星期二
海曙 锦沧文华1号配电室1号、2号公变(9:00-17:00)城

综横街一带(8:30-16:00)长宏、阳光、赢震、天一(8:00-16:30)

龙观乡:金溪村一带(金溪溪东3号公变、金溪6号公变)，滕航金

属，腾兴电器，耀宇制罐，竹子韵食品，四明墙体(9:00-15:00)

洞桥镇:沙港塘堰6号公变，洞桥吴家庄3号公变，洞桥1号、6

号、7号、8号、9号、10号公变，恒博，洞桥前王畈4号公变 (8:

00-16:00)

江北 慈城镇毛岙湖水岭村（8:00-19:00）慈城镇毛岙自

然村、毛利水库（8:00-19:00两次短时停电）

7月3日 星期三
海曙 西河街配电室1号、2号公变(09:00-17:00)新联村

一带(8:30-16:00)高桥村一带，渔业村一带，北方，冷冻厂，水

利 建 设 (9:30- 17:00) 古 林 镇: 华 晨 5310602139，腾 宇

5310200192，宋严王村2号、4号公变(9:30-16:30)

江北 洪塘街道荪湖村部分（9:00-15:00)洪塘街道灵峰

小区部分（7:30-15:20）慈城镇洪陈村部分，洪陈沈家，洪陈杨

家部分，江河水利，健荣金属软广厂（8:00-15:50）慈城镇赭山

寺一带（8:00-15:50）

7月4日 星期四
海曙 高塘怡景苑1号、2号公变(9:00-17:00)四通，煜隆，

晶辉，筠岗(8:30-16:00)洞桥镇:飞军焊接，康吉五金厂，华能

建筑经营部，洞桥镇人民政府(水利)(8:00-15:00)洞桥镇:鱼山

6号公变，宣裴村经济合作社，博霖电子配件，大陆交通建设(8:

00- 15:00) 古 林 镇: 西 洋 港 19 号 公 变 ，城 建 办 ( 泵 站)

5320002511(8:00-15:00)

江北 洪塘宝云庄部分（8:30-16:20）洪塘灵峰小区部分

（7:30-15:20）庄桥东洲电力，德远机械（8:30-12:00）

7月5日 星期五
海曙 南大路公变，观宗讲寺(5001027898)，赫德学校

(5002149237)(10:00-18:00)古林镇:城综古林9号、22号、43

号、44 号公变，华达 5318057812，奇晴 5310010058，电信

5310223910，施家3号公变 (7:30-15:00)

江北 慈城镇半浦大桥头村一带（8:00-15:50）

增加：
6月24日 星期一

海曙 林村一带（9：00-15：00）古林镇:车唐村一带，城建

办5320006058，装潢5320002101（7：30-15：00）

江北 甬江街道河东村河西村一带，盛亚机械，中车时代，

甬江线业，益辉汽配五金厂，天辰针织袋，华阳塑料，江北公共

建设中心，甬江幼儿园，甬风渔网线厂，河西经合社，华丽汽配

（08:30-16:20）

杭州湾新区 三洋村部分地区（8:00-15:30）管理委员会

（上海城建办公区）(8:30-11:00)中国移动慈溪分公司，中国联

合宁波市分公司，介明高分子材料(宁波)有限公司，慈溪市中河

区水利管理处，钦涛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坎墩顺达塑料厂，杭

州湾国土局，双浦变基建变 (9:00-13:00)

6月25日 星期二
海曙 合心村一带，春利，协和，华帝，铭盛，长乐经合社，夏

达，申扬，黎鑫、（9：30-17:00）

江北 慈城镇杨子桥村部分（8:00-15:50）

杭州湾新区 慈能光伏科技，人和新能源，管理委员会，赛

纳电热器 (9:00-15:00)

6月26日 星期三
江北 东保小灵峰部队（8:30-16:20）洪塘卢家山净水剂

（13:00-16:30）慈城镇三联村分、麒麟纸业包装，安旺特种紧

固件厂，大宝五金工具厂（8:00-18:00）

杭州湾新区 污水处理，路灯箱变，吉利汽车部件，甬丰水

稻专业合作社，庵东镇人民政府，开发公司，荣成农业，慈溪市

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滩涂开发有限公司（9:00-11:15）

6月27日 星期四
海曙 长乐村一带，西城印象，宝芝林，新元，华侨，泵站，路

灯1号公变，卡雷森姆，立邦工具，创欣装订，精伟，金钰轩(8:

30-15:30)

江北 慈城镇普济路沿线，志圣烘箱，东洋佳嘉海绵，诗瑜

模具厂，柯乐芙家具公司工程勘察院，优科家居，福海纸业（9:

00-16:50）

杭州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杏欢渔场，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9:00-11:30)庵东镇人民政府，深慈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依兰布艺 (9:00-16:30)

6月28日 星期五
江北 慈城镇镇政府一带，日新路，鼎新路沿线用户，泥堰

头，教师楼一带，鑫鑫塑料制品厂，华森车辆机械厂（8:00-15:

50）

杭州湾新区 中国电信慈溪分公司 (9:00-11:00)江苏省

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滨海新城，西二渔业，新区港中旅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海星股份经济合作社，象山古建筑，卓越光谷，

管理委员会 (9:00-13:00)路湾村部分地区 (8:00-12:00)陈

家路水库，周巷镇人民政府(路湾村)，杭海塑料制品厂，路湾村

民委员会，立发塑料造粒厂，星马纺机配件厂，西三村经济合作

社，慈溪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周巷镇人民政府(污水处理)，宁波

杭州湾新区丽春汽车配件厂 (8:00-14:00)

6月29日 星期六
海曙 洞桥镇:嘉盈欧兰，程家1号、4号公变，程家石漕头3

号公变，洞桥腾辉热处理，程家郁家2号公变，石臼庙8号公变，

钣金制造双易机械，庄家山2号公变(8:00-16:00)鄞江镇:李

家新河4号公变，孙王1号公变，孙王邵家2号公变，孙王后田

屋4号公变，李家1号公变，章水镇人民政府，李家5号公变，孙

王5号公变，李家王家2号公变，1号公变(630)，李家吴家斗3号

公变(8:00-16:00)

6月30日 星期日
海曙 长青，驭悦，杰胜，微微，工程塑料，卖面桥村一带（8：

30-16：30）盛田，卖面桥村一带，英耐格，建工集团，城综集士

港一带，颖达，宇昊（8：30-16：30）

取消：
6月26日 星期三

海 曙 城 综 横 街 一 带（8：30- 16：00）古 林 镇: 君 隆

5310601540，康 业 5320132014，宁 腾 5310225060，博 思

5320144451，楷鑫5320147206，爱迪雅5310225170（7：00-

14: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公益信息

这起长达16年的疑案为何一直未
能突破，引发外界质疑。邓世平家人怀
疑，杜少平和黄炳松社会关系复杂，且有
多名亲属和朋友在当地多个党政部门任
职，可能存在“关系网”甚至“保护伞”。

据介绍，怀化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
委、市公安局已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抽调
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加快案件办理，对
杜少平背后的力量进行深挖。

警方侦查发现，杜少平等人近年来
还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
犯罪行为。

怀化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连日来，纪委监委专案组已经调阅了
大量公安笔录、卷宗、档案等资料，与数十
名有关人员进行了谈话，寻找指向邓世平
被害案存在“保护伞”的证据。

“考虑到卷宗也不一定能真实、全面

体现当时的情况，我们还要开展更多调查，
搜集和核实更多证据。”这名负责人说。

关于新晃一中操场工程质量及有关
问题，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正会同住建、审计等部门进行调查。经初
步调查发现，新晃一中操场工程确实存在
招投标不规范、预算超标等问题。

“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已经从外
地返回新晃，他目前否认对杜少平杀害
邓世平一事知情，但承认在操场建设招
投标不规范、预算超标问题上负有责
任。”一名参与调查的负责人说。

怀化市委一位负责人表示，对历史遗
留大案要案，务必采取有力有效手段深
挖彻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记者获悉，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已对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
和监察调查。 据新华社

焦点三：16年疑案背后有无“保护伞”？

聚焦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三大焦点

焦点一：死者是谁？

邓世平的女儿告诉记者，邓世平
2003年1月22日失踪前系新晃一中教
职工，中共党员，1950年出生，在校主
要负责基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邓世平的女儿认为，其父是因捍卫
学校工程质量，遭到黑恶势力暗算。她
说，学校操场的工程质量由邓世平签字
把关，针对“已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邓
世平坚持原则，曾与杜少平闹过矛盾。

“父亲说，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不
会在验收单上签字。他在验收一段用
石头砌好的墙时，发现质量不合格，拒
不签字。”邓世平的女儿介绍，当时，邓
世平还找来杜少平的舅舅、当时担任新
晃一中校长的黄炳松一起查看。

邓世平家人称，怀化市教育局当时
还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新晃一中操场

修建中的经济问题，这封信转到了新晃
侗族自治县教育局。杜少平怀疑这封
信是邓世平所写，所以对邓世平更加嫉
恨。“正是因为与杜少平的矛盾，导致邓
世平被害。”

邓世平“失踪”后，2003年1月25
日，邓世平妻子谭某到县公安局报案。
邓世平家人表示，报案后，新晃侗族自
治县、怀化市公安机关都先后介入调
查，但在他们看来，都是“不了了之”。

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接
到报案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多次现场
勘查、走访调查，并组织了现场模拟实
验，未能获取有价值线索。当时，也围
绕杜少平等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点调查，
但未能发现邓世平下落，也未发现其遇
害的相关证据。

焦点二：死者因何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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