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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原董
事长顾逖泉贪污受贿案日前在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法院一审判决顾逖泉
犯受贿罪、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3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 年至 2013 年间，
被告人顾逖泉等人分别利用职务便利，为仁
济公司成为江南造船集团供应商以及供应
钢材、催收货款等业务提供帮助。其间，顾
逖泉索取、收受仁济公司法定代表人焦某某
贿赂款共计 534 万余元。

2004 年左右至 2013 年间，顾逖泉伙同他
人分别收受焦某某以仁济公司分红名义给
予的贿赂款各 230 万元。2005 年 3 月，顾逖
泉在购买上海市宝山区两处房产过程中，向
焦某某索得贿赂款 195 万元。2009 年 10 月，
顾逖泉在购买上海市奉贤区某别墅房产过
程中，向焦某某索得贿赂款 100 万元。2005
年至 2012 年间，顾逖泉伙同他人分别收受焦
某某以支付家属旅游费方式给予的贿赂款
各 9 万余元。

此外，2003 年间，被告人顾逖泉利用职
务便利，在顾逖泉与吕某某均没有资格购买
所在单位福利房的情况下，以吕某某的名义
取得购买资格，后以 39 万余元、55 万余元的
价格购买了江南造船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上
海市两套房产。经估价，该两套房产在购买
时的市场价分别为 63 万元、84.8 万元，实际
购买价低于市场价共计 52 万余元。

法院认为，顾逖泉等人作为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顾逖
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顾逖泉还利用职务便
利，低价购买单位房产，其行为又构成贪污
罪，且数额巨大；对顾逖泉应当两罪并罚。

法院判决顾逖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0 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
110 万元。 (新华)

涉嫌受贿406万
广西教育厅高校工委统战部原

部长李宁出庭受审

近日，广西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广西教
育厅高校工委统战部原部长李宁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1 至 2013 年间，被告人李宁担任广西
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分别收受王瑛、
宁德鹏、何林夏、周瑞祥、刘超英、何胜芳等人给予的好处费
共计人民币 406 万元，并收受王瑛所送的翡翠挂件两个、玉
石摆件一件、仿景德镇花瓶一对。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李宁受贿的事实进行了法庭
调查。公诉人、辩护人分别讯问了被告人。公诉人当庭出示
了书证、证人证言等有关证据，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人
李宁对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有异议，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

因案情复杂，法庭宣布休庭，择期恢复开庭。 (中新)

骗取补贴抵押房款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广州新华书店原总经理被起诉

广州出版社原副社长、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原总经理徐
卫(广州市正局级)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案，由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指定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中山市人民
检察院已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被告人徐卫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
了被告人徐卫，听取了其委托辩护人的意见。中山市人民检
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卫担任广州出版社副社长期间，
采取隐瞒事实的手段，骗取补贴用于抵扣其购房款;担任广
州市新华集团总经理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依法应当以贪污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阳检）

受贿534万元贪污52万元
上海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原董事长顾逖泉被判13年

落马后群众“庆祝”

据湖南永州市纪委官网通报，永州市发
改委主任、党组书记龚新智涉嫌严重违纪问
题被立案调查。

龚新智 2000 年至 2009 年先后担任永州
市新田县委副书记、县长，2009 年任新田县
委书记，2014 年 1 月就任永州市发改委主任。

龚新智落马后不久，两名身着仪仗队服饰
的老妇抬着一块宣传牌，身后紧跟队伍的，有
抬着相同牌子的老人，也有老人敲打乐器。老
人们抬着的宣传牌上写着“热烈祝贺新田第一

贪，原新田县委书记龚新智被双规”。
据湖南省纪委官网通报，龚新智在忏悔

录中提到，自己刚到新田时，过春节人家送
几千元红包，都有负罪感。到后来“收钱就
像收礼品，收银行卡就像收名片，收房产证
就像收贺卡”。

今年 5 月 23 日，龚新智受贿和滥用职权
一案，二审在永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法院查
明，龚新智利用职位便利，在工程发包、提拔
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
单独或伙同妻子、情人陈某（均另案处理），
收受房屋和现金共计折合 364 万余元。

他还插手干预国有土地出让，变相减免
新田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简称工业园公司）土地出让金 2029.5264 万
元、减免永州发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
出让金 1892.244 万元，共造成国家损失 3921
万余元。

法院认定龚新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 10 年，并处罚金 100 万元；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100 万元。

情人插手人事任免

据湖南省纪委官网通报，龚新智在忏
悔时提到，自己围着老板和女人打转：“不
管老板需求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合法
不合法，我都照收不误。与我有经济关系
的老板近 20 人，为我送来巨大利益”、“我贪
恋女色、喜新厌旧已是公开的秘密，与十多
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最多时与 4 名女性同
时保持情人关系，可谓‘年年是新郎，常常
有陪伴’。”

陈丽英是龚新智的情人之一。她曾在
新田县环境卫生管理所任职，2007 年初与大
自己 22 岁的龚新智结识，并保持情人关系。

“都是看中我的职权能为她们带来利
益。”龚新智提到，陈丽英利用自己的权力解

决工作，又利用他的影响谋取利益，再发展
到插手人事任免捞好处。

法院审理查明，陈丽英利用龚新智的职
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现金或接受
购车款、购房款等共计 36.5 万余元。

其中最大的一项是 26.5 万余元。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间，陈丽英帮工业园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某拉拢龚新智获取“关
照”，并收受曹某支付的购车款、购房款等。

陈丽英还充当买官“掮客”，帮新田县原
团委副书记成功转正。为了职务升迁，他委
托妻子的堂哥颜某出面找关系，并给了 10 万
元疏通费，陈某如愿提拔。

今年 9 月，陈丽英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退缴违法
所得。

妻子抑郁“泄愤”受贿

龚新智忏悔没给妻子感情上的温暖，
“我常年在外寻花问柳，她明知我有外遇，但
为顾及我的前程，精神上长期抑制自己，就
想从物质上寻找满足。”龚新智表示，自己对
妻子收受贿赂不但没制止，反而采取默许态
度，使她胆子越来越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
步。他还提到，对女儿的教育也失之过宽、
管理不严，致使她接受别人金钱。 （新京）

李宁在庭审现场李宁在庭审现场

原县委书记“围着女人转”
与十几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情人卖官妻子受贿

龚新智龚新智((资料图资料图))

情人收钱帮副书记转正，妻子因压

抑受贿填补空虚，落马后百姓鼓乐相庆

……2015年6月，湖南永州市发改委原

主任龚新智因违纪被调查。此后，他在

忏悔录中披露，收银行卡就像收名片，

与十几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等。

因受贿和滥用职权罪，龚新智被永

州市中院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100万元。日前，此案判决书

披露了这位原县委书记的犯罪细节。

北京警方公布调查情况

红黄蓝事件两人被拘留

北京警方 11 月 25 日傍晚发布消息称，
11 月 22 日，有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
幼儿家长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
到教师侵害。接警后，朝阳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专案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依法展
开调查取证工作。11 月 25 日，涉事幼儿园
教师刘某某（女，22 岁，河北省人）因涉嫌虐
待被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公安机关
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随后，警方再次通报此次事件中有人
造谣传谣。警方通报称，朝阳警方在对朝
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幼儿家长报警
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到教师侵害
一 案 调 查 过 程 中 发 现 ，有 人 利 用 网 络 编
造 、传 播 虚 假 信 息 ，造 成 恶 劣 社 会 影 响 。
11 月 23 日 ，警 方 经 工 作 将 行 为 人 刘 某
（女，31 岁，北京人）抓获。该人对自己编
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虚假信息，
后通过微信群传播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并对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悔恨。目前，刘
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行政拘留。

虐童教师或被判3年以下

红黄蓝4名幼师曾被判刑

虐待被看护人罪是《刑法修正案(九)》
新设的罪名之一，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
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
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行
为。根据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
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
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自从《刑法修正案（九）》写入虐待被
监护、看护人罪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6 名

幼师因触犯该罪名被判刑，其中 4 名幼师
跟红黄蓝幼儿园有关。判决书显示，吉林
省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 4 名幼师因
用针等尖锐工具扎、刺儿童，犯虐待被监
护人罪，分别被判刑。另外两起则分别发
生在河北石家庄、辽宁省建平县，两名幼
师也分别获刑。

对于涉事单位如何处罚？

可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

北京律协未成年保护委员会主任万大
强律师告诉记者，在《刑法修正案（九）》出
台前，如果出现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情况，
只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时才可以适用刑
法进行刑事处罚。然而，受害人往往由于伤
情构不成轻伤，达不到故意伤害罪的立案追
诉标准，导致无法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

另外，此前刑法中虐待罪的主体仅限于
家庭成员之间，这就使得大量非家庭成员之
间存在被监护、看护人遭受虐待现象不能定
罪处罚。

因此，2015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刑法修
正案（九）》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
条，作为二百六十条之一，规定了虐待被监
护、看护人罪，弥补了这一法律漏洞，将非家
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纳入了刑法保护的

范畴，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犯虐
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将被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为了让单位负起责任，《刑法修正
案（九）》就该罪名也规定了单位犯罪，对犯
该罪的单位可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上述规定定罪
处刑。

(北青)

今年 4 月，荆永学（化名）在北京市朝阳
区京密路附近骑行一辆“摩拜”共享单车时，
违反交通法规，导致“摩拜”单车与王萍（化
名）骑行的“ofo”单车相接触，王萍连人带车
倒地，并被一辆驶来的金龙客车碾压，王萍
当场死亡。荆永学并未在现场等待交警处
理，反而骑着“摩拜”逃逸。荆永学落网后，
被以交通肇事罪起诉。近日，朝阳法院一审
判处荆永学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北京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凯表示，并非只有机

动车驾驶人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自行车骑
行人违反交通法规造成重大事故，同样会触
犯交通肇事罪。

经交警认定，荆永学承担此次事故的主
要责任。被告人荆永学于今年 5 月 22 日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公诉机关指控荆永学
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荆永学当庭
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未提出异议。后荆永学
赔偿了王萍父母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25 万
余元，受害人父母对荆永学表示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荆永学安全意识淡
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
且在事发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依法应予惩处。荆永学归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赔偿了被害人
亲属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故法
院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并宣告
缓刑。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荆永学犯交通
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康凯律师告诉记

者，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驾驶汽车
等机动车的人员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但这

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按照刑法规定，交通肇

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都可以构成交通肇事

罪，该罪名的主体并没有限定为驾驶机动车

者。康律师认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

指一切的交通参与者。

康律师表示，如果自行车骑行人不能构

成交通肇事罪，一旦骑行人违反交规，造成

重大事故，恐怕没有更合适的罪名来惩治。

除了自行车之类的非机动车驾驶者以外，行

人也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比

如乱穿马路、闯红灯或者在高速上行走，导

致其他机动车避让不及引发车祸，行人便有
可能被控交通肇事罪。 (北青)

QQ群共享
110余万条个人信息

山东威海一男子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获刑3年

前不久，90 后男青年张某，将两份内含 110 余万条公民
个人信息的文档上传到自己的 QQ 群共享文件内，供群内成
员下载，被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异地抓获归案。近
日，张某因犯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2017 年 4 月上旬，环翠公安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在日
常工作中发现，在一个 QQ 群中的共享文件内存在两份异常
文档，文档内容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个人姓名、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等，经梳理数量多达 110 余万条。

网安部门经过随机核验发现，信息内容真实性很高，其
中一部分还明确写明了当事人的相关住址。而群内的共享
文件对群成员开放，可以自由下载，由此带来的信息泄露风
险可想而知。

经过线上、线下同步侦查，网络安全保卫部门初步锁定
这名“群主”居住在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某村，遂调遣侦查人
员赶赴当地开展工作。5 月 11 日，侦查人员在涉案男青年张
某的住处将其抓获，查扣作案电脑并现场固定了证据。

经调查，张某是一名 90 后，初中文化，属无业人员。经
过审查，他交代了自己在今年 4 月，将从别处获取到的内含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两份文档上传到自己管理的一个 QQ
群中，提供给群内成员下载。

历经批捕、审查起诉等环节后，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

以张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环翠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张某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法官审理认为，被

告人张某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通过QQ群途径发布公民身

份信息，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张

某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目前，该案已审理终

结，张某因犯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法院判处如上刑罚。

很多人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就泄露了自己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以至于被别人掌握后还蒙在鼓里。

民警通过此案提醒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
首先是在用智能手机、电脑连网时，尽可能隐藏自己的

真实信息，如注册填写的用户名、密码最好设置成跟自己没
有关联的元素，因为“黑客”们会利用暴力猜解程序来破解密
码及确认关联。其次，永远不要点击不可信的网络链接，无
论是从网页上看到的、还是手机短信上收到的，如果点击了
藏有木马病毒的链接，你手机、电脑绑定的账号、密码就有泄
露风险。再次，在公共场所，不可信的 WiFi 不要看到后马上
就连，因为个别 WiFi 有可能是“钓鱼 WiFi”，当你的无线设备
连接上去时，会被对方反扫描，从而获得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警方提醒，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非
法获取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
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
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切莫为之。 (法日)

学生家长在涉事幼儿园外等待最新消息学生家长在涉事幼儿园外等待最新消息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1幼师被刑拘
根据刑法，虐童教师或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北京警方 11 月 25 日连续
公布红黄蓝新天地幼

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
一名幼儿园老师因涉嫌虐待被
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而北京
一女子因编造“老虎团”人员集
体猥亵幼儿虚假信息被依法行
政拘留。根据刑法规定，如罪名
成立，虐童教师或被处以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骑共享致人死亡逃逸被判刑
骑行者违反交规造成重大事故同样会触犯交通肇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