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平台团圆系统上线一年发
布失踪儿童信息 1317 条找
回1274名儿童

科技打拐
成为新趋势

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
少麟单位行贿、骗购外汇案
一审宣判

被判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1500万

新华社杭州 5 月 18 日电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18 日公开宣判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
长赵少麟单位行贿、骗购外汇一案，对被告人赵
少麟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骗购
外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500 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7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赵少
麟在充任其子赵晋实际控制的公司总顾问期间，
伙同赵晋请托他人为其公司非法经营房地产项
目提供帮助，并行贿价值人民币 444.895 万元的
财物；帮助赵晋采用伪造对外贸易合同、虚构向
境外支付费用手段骗取有关机关审批文件用于
骗购外汇并汇至境外，共计美元4170万余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少麟
的行为分别构成单位行贿罪和骗购外汇罪，依
法应实行并罚。鉴于赵少麟在被追诉前主动交
代单位行贿犯罪事实；在骗购外汇共同犯罪中
系从犯；认罪悔罪，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涉案
款物；检举他人重大犯罪，查证属实，有重大立
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
法对其所犯单位行贿罪从轻处罚；对骗购外汇
罪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全国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两
年立案数量超3100万件

当场立案率超95%
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
抬高门槛问题基本根除

新华网北京 5 月 18 日电（于子茹）记者今天
从最高法获悉，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立案登
记制改革以来，截至 2017 年 3 月，全国法院登记
立案数量超 3100 万件，同比上升 33.92%，当场立
案率超 95%，“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
抬高门槛”问题基本根除。

从各地情况看，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四川等
12 个地区登记立案数量超 100 万件。其中，江
苏、广东、浙江登记立案数量超 200 万件。

从立案类型看，民事案件同比上升25.15%。其
中，河南、云南等7个地区增幅超50%以上。行政案
件同比上升54.24%。其中，河北、山西等9个地区
增幅超 1 倍。刑事自诉案件同比上升 60%以上。
其中，上海、浙江等9个地区增幅超1倍。执行案件
同比上升55.79%。其中，江西、重庆等9个地区增
幅超 70%。国家赔偿案件同比上升 102.07%。其
中，天津、辽宁等7个地区增幅超2倍。

（详见周末3版）

将贪污贿赂
视为“奖金”

新疆霍尔果斯市原副
市长李素梅贪污受贿 250
余万获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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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法治周评

（详见 17 日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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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两次重审依
然背负罪名，申诉成
了他生活的重点

被判有罪之前，张军是山西省政协政法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山西省直主任委
员，也是山西省第二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和
法律打了 10 多年交道后，在他代理的一场土地纠
纷中，张军在那些熟悉的法条里跌了一跤。而把
他送上审判席的案子中，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
安坪乡政府起诉下辖的庞家峪村委会占用了位于
庞家峪河滩上的 454.1 亩耕地。张军是被告村民
的代理律师。案子败诉后村民们到山西省人大、
省政协等部门上访申诉，张军被认为与此有关连，
以受贿罪、诈骗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
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26 年间，他得到了包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
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审判员田太镜在内的律师和法官的声援。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
原判，指令再审，但经历两次重审后，79 岁的张军
依然背负着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名。

如今，曾经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划归乡政府所
有的土地，重新划归庞家峪村村民集体所有，早已
承包出去，种满了桃树。这么多年来，张军一次都
没有踏足过这里。他没了工作，申诉成了他生活
的重点。为证明自己无罪，张军收集的材料摞起
来足足一人高。这里面有庭审记录，有会议记录，
有盖了章的票据，还有媒体报道的剪报。最多的
是法庭上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名字上面都按着手
印。他把这几十页证词专门收成了一整本，小心
翼翼地包起封皮。“这些都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是
有效的证据。”他解释。

接受领导指示为
村民递交申诉材料，
就接到了逮捕令

产生纠纷的庞家峪村 454.1 亩耕地，在“文革”
期间“学大寨”运动时被公社征收修过“大寨田”。
村民败诉后，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曾在村
民的申诉书上批示：“对这起土地纠纷案要进行民
主监督……论证一下究竟这个判决对不对。”张军
去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咨询并为庞家峪村村民

递交申诉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 年 6 月 8 日，他上午去开了个庭，下

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在看守所待了半年，他等来

了一审。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张军觉得“难以

置信”。离开法庭时，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追出

来，跟在囚车后面喊“爸爸”，追着喊着，直到囚车

开远。这么多年来，这个场景不时地出现在张军

梦里，好多次，他都是哭着从梦里惊醒。

就在张军服刑期间，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

捕，以包庇罪被昔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1993 年，郭章梅被提前释放，4 年之后又被

宣告无罪，恢复公职，同样做过律师的郭章梅重

新拿回了律师资格证。在郭章梅的印象里，79 岁

的张军 26 年里眉头总是皱着，看人时目光也总

很凝重。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们都

顺着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

就背着这么个罪名，他委屈呢。”她说。她觉得老

张的性格也有始终没变的地方：“嘴太快，太能得

罪人了。”说着，她瞥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
张。“我改不了。”张军立刻一扬脖子说。

“土地的案子都解
决了，为什么我的案
子还留着个尾巴？”

1995 年，张军因病“保外就医”。一离开监狱，
他就递了申诉材料，从省人大、省政协，一路找到
了全国人大。

“说我受贿 15000 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

办案经费，有庞家峪村村委会给我写的委托书，盖

了公章，后来他们都取回去，还写了收条。说我诈

骗 3000 元，那是别人报销的，跟我本来就没关系，

这是饭店老板的证词。说我教唆拒不执行判决，

村民们都能证明我没说过那些话。”张军说。材料

里许多地方都用红笔画了线，张军用手指着这些

地方，一字一字地念给记者听。

2001 年 3 月，张军的案子再审，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他的受贿罪和诈骗罪，维

持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2003 年，最

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裁定张军的教唆罪“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

审。当时张军以为自己离“无罪”已经不远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决了，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着

个尾巴？”他疑惑。
昔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张军案，对教唆罪给出

的证据和原审没有不同，一是张军在《山西政协
报》上发表的文章《证据不力的判决》，“制造舆
论，煽动群众”；二是当初村民的证言。

庞家峪村民梁万喜曾在一审法庭上指证过张
军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那些话其
实张军没跟我们说过”。他把翻供的证词写下来
交给了张军，然而除了这些，张军没有别的证据能
证明当初这批证人的证词是在“逼供、诱供”情况
下作出的。由于证据不足，昔阳法院没有采信。

2014 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
回了张军的申诉，维持原裁定。此后的 3 年一切
都仿佛是停滞了，张军甚至打听不到自己这案子
的卷宗究竟在哪一级法院搁着，在谁手里。“前前
后后已经审了 11 次了，现在就是在等我死呢，人
死案销。”张军坐在沙发上，挥着双手激动起来。

根据疑罪从无原
则，“现在再判我的案
子应该是无罪”

这几年，张军越来越关注翻案的新闻，包括聂

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高平叔侄案，“现在贯彻

‘疑罪从无’了。”张军说。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证

据不足的时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无

罪判决，“要是现在再判我的案子，也应该是判无

罪的。”

对自己的案子，张军仍然怀抱希望，有时又担

心等不到了。他多次回到当初工作过的政协大

楼，他接待庞家峪村村民的场景一幕幕都刻在他

脑子里，只是遇见以前的同事他都不打招呼，“人

家知道我的事，未必愿意理我。”他说。

张军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这里的

住户大多上了年纪，邻里之间多半认识。早些年

张军刚出事的时候，也有邻居指指点点，说几句

“不太好听的话”，觉得他是“坐过牢”的人。天气

好的时候，张军每天会下楼两次，在小区附近的公

园里散步。街坊邻居三三两两聚在树荫下下棋聊

天，他远远看着，从不去凑热闹。

近些年，张军的眼睛不大好了，看东西越来越

不清楚，他怕等到无罪判决书握在手里的那天，自

己却看不到上面的“无罪”两个字了。

（据《中国青年报》）

26年前为村民代理土地纠纷案，被法院以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
刑15年

79岁老人“喊冤”26年
经历两次重审后依然背负一项罪名

日前，一家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刘某因为迟到导
致误机，随后与首都机场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机场
工作人员报警求助后，女主播一直向粉丝“直播”自
己未动手打人，并哭诉被工作人员“欺负”，当时共
有 17 万观众观看了直播。警察赶到后，查看监控
证实是女主播脚踹工作人员，并用包打人。（5 月 16
日《北京晨报》）

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通过网络被人们所熟识，也催生出了许多“网
红”。他们通过看似“家常”的直播内容，就可以

得到众多粉丝的拥笃。全民直播时代的繁盛，极
大 丰 富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也 带 来 了 一 些 乱 象 和 隐
忧。“网红”良莠不齐的素质就是一个重要的隐
忧。新闻中的这位“网红”，仗着自己粉丝众多，
就在机场上演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显然，她
这种举动所引发的后果，不仅仅是扰乱机场秩序
那么简单。

因为自己迟到错过登机，就把怒气撒在工作人
员身上，殴打辱骂工作人员，这位“网红”已经是错
误在先。而后她又在机场直播，在镜头面前哭诉自

己被“欺负”，这种博取同情、卖弄可怜的行为更让
人愤慨。她这一闹，最为直接的后果是扰乱机场秩
序；同时因为“网红”身份，她的直播吸引了 17 万人
观看，如果不加制止，任由其传播错误信息，很可能
在后期引发更大的舆情事件。

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使得造星成本大大降
低，普通人可以借由直播平台实现明星梦。另一方
面，也正是由于这种“低门槛”，使得一些素质低下
的“网红”大行其道。这一类“网红”作为公众人
物，却没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担当，依旧我行我素。

新闻中的这位“网红”，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此事
件中的错误和责任，反而依仗着“网红”身份，摆出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自导自演“贼喊捉贼”，本以
为可以博取同情，获得机场方面的道歉，却不曾想
警察一来，全都露了馅。

希望这一事件能给所有的“网红”以警示：作为
一个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不应该“任性”。只有加
强自身的素质修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
在“网红”的路上走得更远。

（据新华网）

网红直播“贼喊捉贼”不应该

张军今年79岁，把一个罪名背了26年。

乍一看，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什么不同——阳台架子上放满了君子

兰盆栽，鱼缸里游着 4 条金鱼，练字用的桌案就放在鱼缸对面。但在一墙之隔

的书房，书桌上搭的三排书架被一摞摞文件塞得满满当当。那是张军用了二

十多年收集而来的资料和证据，用以证明自己无罪。

一周看点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
关工作汇报会强调

找准定位做好统筹
协调指导监督
牢固树立“大政法”
观念

肖杰在琼海市定安县调研基
层政法综治维稳工作时强调

不断提升创新服务
和保障能力
扛起政法队伍
责任担当

（详见 18 日 1 版）

在网络上直播
辱骂110接警员

黑龙江一 90 后男子
被控寻衅滋事罪受审

河南一女子苦寻杀父
凶手 20 年，实名公号发文
替父喊冤

警方：
从未停止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