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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发之前的宣传报道
来看，赵智勇是法院的一名

“执行能手”，得到领导和同
事的好评。不过，也有熟悉
他的人表达不同看法。

据媒体报道，知情人士
李凯(化名)介绍，赵智勇执行
案件的过程中，经常喜欢“找
酒喝”，“比如你单位有求于
我，总得请我吃饭吧。就这
种作风。”

不过，上述说法未得到
裕华区法院的官方证实。

“靠良知去工作，凭信念
去执行”，这是赵智勇笔记本
里的一句话。这些“金句”近
日被许多网友批评为“伪
装”。有评论文章还发问：

“靠良知工作”的副局长，如
何面对抢劫杀人后的23年？

据《河北法制报》报道，
赵智勇1998年从部队转业
进入法院工作。按时间分
析，1997年1月10日嫌疑人
作案时临近春节，疑似回乡
探亲期间。那时赵智勇已28
岁，且自学法律本科，怎么会
目无法纪地抢劫运钞车？

有关注此案的人认为，
当时赵智勇可能急需用钱。
据公开报道，赵智勇的父亲
1996年“病重”，后来也动过
手术。目前，警方尚未披露
此案嫌犯的作案动机。

在这起抢劫运钞车的凶
案中，辛集市农村基金会工
作人员何某梅身亡后被亲属
发现头部枪伤，警方也在通
报中提到，嫌犯“枪击基金
会工作人员”。嫌犯作案
所持枪支的来源，也是
警方侦查的重点。

据辛集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案5名

犯罪嫌疑人当年都是
从外地过来的，“都不

是本地人，是保定的。”至
于赵智勇的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身份，警方这名办案人
员介绍，领导对此很重视，

“的确是比较敏感”。
7月31日下午，辛集市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海军
告诉记者，目前警方正对此
案展开进一步侦查，“他们作
案可能不止这一起，可能还
涉及其他案子。”

至于媒体关注的赵智勇
的法院工作人员身份，张海
军表示：“他是不是法院的，
都跟我们执法没有任何关
系，我们肯定会秉公办案。”

7月31日，记者来到石
家庄市裕华区法院采访，大
多数工作人员都避而不谈。
记者找到院长梁景辰了解相
关情况，听到是询问“赵智
勇”后，梁景辰回避了采访。

“我们尊重并配合公安
机关的调查。”裕华区法院负
责宣传工作的研究室负责人
说，“一切以公安部门发布的
通报为主，我们现在也不掌
握更多的情况和信息。”

（澎湃）

抢劫运钞车的嫌犯、法院执
行局的副局长，这两种身份混合
在一起，让赵智勇成为了“名
人”。

2020年7月下旬，河北辛集
警方公布了刚侦破的一起抢劫
运钞车“积案”。发生在1997年
的这起持枪抢劫案造成 1死 2
伤，79万现金被抢。案发23年
后，4名嫌犯落网——包括已在

一法院工作22年并当上执行局
副局长的赵智勇。

涉嫌参与抢劫运钞车的赵
智勇，案发那一年28岁。一年之
后，他正式进入法院系统，此后
长期从事案件执行工作。记者
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赵智
勇参与执行的案件超千件。

7月31日，赵智勇的工作单
位——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法院“尊重
并配合”警方的调查，“我们现在
也不掌握更多的情况和信息。”

目前，此案仍由辛集警方进
行侦办。辛集市副市长、公安局
局长张海军告诉记者，该案嫌犯
可能还涉及其他案件，办案部门
正展开进一步侦查。

张海军表示，不管犯罪嫌疑
人什么身份，警方都将秉公执法。

“呯……”
辛集市兴华路23年前的那一声

枪响，市民支斌至今忘不了。那年他
11岁，他家的皮革店旁边有家“银
行”——辛集市农村合作基金会兴华
路营业点。

传出枪声的那天，是1997年 1
月10日上午。支斌记得，当时父母
在店子里整理货物，他在一旁玩耍。
突然，外面传出“呯”的声响。“我以为
是放花炮，但那声音又不像放炮。”支
斌和父母跑到店外，发现几十米外的
路边有人开始围聚，有人喊“开枪”
了。支斌的父母吓得把他拉进屋
内。后来，他们听说有人中枪死了。

当时中枪的，是辛集市农村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何某梅，当年39岁。
她的哥哥何海告诉澎湃新闻，事发当
天他闻讯赶到医院时，看到了从太平
间推出的妹妹尸体。何海记得，当时
他妹妹被入殓师化了妆，但头上太阳
穴部位可见一处明显的枪伤。

如今年过五旬的出租车司机范
行，是当年在案发现场的目击者。当
年他的工作单位就在农村基金会兴
华路营业点的斜对面。“我当时跑过

去看，抢钱的人已经开车跑了。”范行
说：“我看见有人受伤倒在地上，旁边
停着运钞的吉普车。”

范行告诉记者，这起案件是当年
辛集市“最轰动的事”，经历那次抢劫
案后，全市金融机构的运钞车换了一
批，“像装甲车那样的，更加结实了。”

案发 23 年后，2020 年 7 月 23
日，辛集市委宣传部在其微信公众号

“辛集发布”通报了此案详情：犯罪嫌
疑人刘某奎等5人结伙，当日驾驶一
辆抢劫来的出租车，在辛集市枪击基
金会工作人员，当场致一死两伤。嫌
犯抢劫运钞车后潜逃。

据通报，当时运钞车中被抢的现
金有79万余元——23年前，这笔钱
数目可观，是基金会兴华路营业点当
天兑付客户的保障。

案发时的1997年，是我国农村
合作基金会发展的高峰期。尽管数
年后此类基金会被国家整顿关闭，但
对于辛集这个经济活跃的县级市来
说，当年基金会对南来北往的生意人
提供了资金周转的便利。

有“皮都”之称的辛集市，是我国
主要的皮革产销基地之一。或许正

是由于当地活跃的流动资本市场，让
刘某奎、赵智勇等5名犯罪嫌疑人，
盯上了辛集市农村基金会的运钞车。

当年抢劫运钞车后，刘某奎等5
名嫌犯从辛集市消失了。二十多年
过去，当地人都很少提起这个案件
了。

辛集市距石家庄约80公里，是
由河北省直管的县级市。2020年7
月30日，记者来到这里。位于市区
的兴华路热闹繁华，原来的基金会营
业点早已不复存在，周边建起了整齐
的店铺。这些天，当年抢劫运钞车嫌
犯落网的消息，成为周边市民热议的
话题。

根据“辛集发布”的通报，辛集警
方是今年7月20日侦破此案的。除
了嫌犯张某林2014年因意外事故死
亡，其他4名嫌犯被相继抓获。

落网的 4 名犯
罪嫌疑人中，包括
石家庄市裕华区
人民法院执行
局的副局长
赵智勇。

双面运钞车劫杀案嫌犯：

作案前爱学法 后成法院副局长

同事们都没想到，在法院工作了
22年的司法人员赵智勇，竟然是一
名抢劫案嫌犯。

1969年出生的赵智勇，进入法
院系统是1998年，也就是辛集抢劫
运钞车一案发生一年之后。

他的工作单位，原来的名称为石
家庄市郊区人民法院。2001年该院
随行政区划调整，更名为石家庄市裕
华区人民法院。

根据《河北法制报》和人民公仆
网此前的相关报道，赵智勇1998年
从部队转业到法院。“出于对法律的
着迷，赵智勇在部队就参加全国高等
院校自学考试法学专业的学习，拿到
了大学本科学历。”上述报道称，“机
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多年的学习
储备让他在1998年从部队转业进入
法院工作后，有了很高的起点。”

2004年，裕华区法院设立执行
局，赵智勇成为该局执行员。从公开
报道来看，2013年和2014年，赵智
勇的职务是裕华区法院执行局“协调
处副处长”，这两年，媒体有3篇报道
对他进行了宣传。

一篇是2013年11月28日刊登
在《河北法制报》的《执行局里的“赵

大拿”》。“案子一交到他手里，往往就
能迎刃而解，于是同事们戏称他是执
行岗位上的‘大拿’。”这篇文章介绍
了赵智勇获得的一些荣誉：2009年
被评为裕华区优秀党员；2011年被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十佳执
行能手”；2012年和2013年被中院
记“个人三等功”。

上述报道刊发20多天后，2013
年12月26日的《河北法制报》又刊
登一篇宣传报道，题为《靠良知去工
作，凭信念去执行——记石家庄市裕
华区法院执行局协调处副处长赵志
勇》。这篇报道由裕华区法院研究室
的宣传人员撰写，刊发后被河北法院
网转载。文中列举了赵智勇解决“执
行难”的多个案例，并提到他“厚厚
的”工作笔记，以及他在笔记本记录
的“良知”、“信念”和工作方法。

“许多创造性的思维和工作方
法，都是在具体执行工作中激情四射
的实际展现。”赵智勇在笔记本里写
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次公开报道
中，赵智勇曾用名“赵志勇”。直到
2014年之后，他的名字基本固定为

“赵智勇”。

2014年5月9日，人民公仆网刊
发报道《人民公仆赵智勇：坚守信仰、
肩担道义的执行人生》。这篇文章介
绍，赵智勇十年来执行的标的接近

“一个亿”，执结案件938起，完全执
结率达到了95%，在石家庄法院系统

“数一数二”。该报道还提到，赵智勇
因为忙于工作而对家人“愧疚”——
他的父母身体不好，一家老小靠他妻
子照顾——他爱人是重点中学骨干
教师，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还
得操持家务。

经过2013年和2014年较密集
的宣传报道后，2015年，赵智勇出现
在公开报道中的职务，已晋升为裕华
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2015年至2018年，“执行员赵
智勇”这几个字，频繁出现在裕华区
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中。在三名执行
员落款的裁定文书里，赵智勇的名字
一般是排第一位。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梳理发
现，2019年之前的六年间，赵智勇参
与执行的案件，超过一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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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潜逃后在法院工作22年，参与执行案件上千件

5人结伙抢劫运钞车，一工作人员遭枪击身亡

犯罪嫌疑人赵智勇犯罪嫌疑人赵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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