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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一口恶气，西安一对夫妻竟想出
“被抢劫”的主意，自导自演伪造证据报假警
诬陷他人。近日，这对夫妻因犯诬告陷害
罪，分别被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宣告缓刑 1 年和有期
徒刑 8 个月，宣告缓刑 1 年。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安机关接到一起
报案称，有人到被告人王某和赵某家中敲诈
勒索并抢走 48000 元现金。民警赶到现场
后，经调查发现此案存在诸多疑点。待立案
侦查后，才发现原来这起“抢劫案”竟是王某
夫妻“戏精”上身，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夫妻的儿子因与
毛某存在债务纠纷，屡次向毛某催债，引起
毛某的不满。毛某遂让惠某来到王某家中
滋事。2017 年 11 月 13 日 18 时许，惠某找到
王某家，与王某夫妻发生争执。王某妻子赵
某见状报警谎称有人到其家中敲诈。惠某

自觉理亏，便离开，王某阻拦未果。由于心
中气愤难平，王某夫妇想把此事闹大逼对方
还钱。于是在妻子的坚持下，两人同意将
5100 元现金洒落在卧室地板上，串通他人打
假借条，向公安机关报假警，谎称惠某到其
家中敲诈勒索，在争夺中抢走了王某刚领回
的 48000 元工钱中的其余现金后逃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王某为泄
私愤，捏造惠某抢劫现金的事实，并伪造相关
证据，意图使惠某受到刑事追究，其行为已经
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二人在接受公安机关
调查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法
院遂依法对二被告人作出上述判决。（上法）

命案线索“换”5万元
帮嫌犯获轻判

安徽阜阳一看守所民警获刑2年

将听来的在逃线索，以 5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试图获得轻
判的犯罪嫌疑人。近日，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看守所副主任
科员张某被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
徒刑 2 年。

民警5万元出售立功线索

法院认定，太和县公安局对李某非法经营案立案侦
查，将其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2010 年 7 月，李某在取
保候审期间设法寻找立功线索，意图通过立功减轻刑事
处罚。

后李某找到其在太和县看守所关押期间认识的一名管
教民警，想买立功线索。李某请这位管教民警和另一位民警
张某吃饭并表示了意图；张某提出要 5 万元，李某在太和县
看守所大门外给了他 5 万元现金。

张某于是将写有太和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昝某检举的故
意伤害致他人死亡一案在逃人员李某某在陕西省藏匿的地
点交给了李某。李某找到负责办理自己非法经营案的太和
县公安局民警阮某、孙某，后李某按照其要求写了一份较为
规范的举报材料。

后阮某安排孙某将这份举报线索材料转交给李某某故
意伤害案的办案单位安徽省界首市公安局。2010 年 7 月 19
日，陕西省志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将人在藏匿地抓获。李某
因此被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张某供述说，监区有个在押人员昝某，愿意提供检举材

料信息。之后张某和李某讲，提供线索的人家里穷，急需用

钱，至少需要 5 万。张某承认，这个线索，是昝某向他的管教

汇报时自己听到的。

给张某、李某牵线的管教民警作证说，张某拿到钱后给

了自己 2 万元，但后来发现，这个线索不是昝某直接提供给

张某的，其害怕出事，就退了钱。

2016 年 4 月 24 日，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将
张某取保候审，后执行逮捕。经查，张某 2012 年 12 月 13 日就
曾被太和县法院判决认定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但
被免予刑事处罚。

构成徇私枉法罪民警获刑2年

法院认为，张某身为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向

他人提供其他在押人员举报的立功线索，故意使他人受到

较轻的刑事追究，其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张某违反法

律，在向他人提供立功线索同时收取好处费，是因同一法

律事实分别触犯不同罪名，应择一重罪处罚，即以徇私枉

法罪予以处罚。

张某徇私枉法犯罪事实发生在其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

罚犯罪之前，属漏罪，其因涉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追诉后，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审理阶段均隐瞒其徇私枉法

犯罪的事实，意图逃避法律追究，且因此案被追诉后不认罪、

悔罪，不具有从轻处罚情节。 （法晚）

保安酒后比划枪打死同事
犯罪后自首并积极赔偿取得死者家属谅解，被湖南高院终审改判15年

西安一对夫妻为泄私愤“报假警”

谎称被人敲诈勒索双双获刑

保安朱伟（化名）酒后对同事脑袋比划着抬手一枪，枪响了。
之后，他伪造同事开枪自杀的现场后逃离，后在妻子规劝下投

案自首。不服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他上诉称当时自己误以为手枪
没装子弹，所以应该是过失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日前，记者从
湖南省高院获悉，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伪造现场将枪放到被害人手上

2011 年 2 月，朱伟因抢劫罪被判刑 2 年 6
个月，2013年2月刑满释放。他在监狱服刑期
间结识胡某。后来，两人都在湖南某国际物流
城当保安。从狱友到同事，两人关系不错。

2016 年 11 月 6 日，朱伟和胡某一起吸食
过毒品。当天，胡某借他的外套外出，归还
衣服时将一支仿 64 式手枪遗忘在朱伟外套
的口袋中。11 月 7 日晚 8 时，朱伟携妻儿与

胡某一起在公司餐厅吃了晚饭，喝了酒的朱
伟一摸外套，发现了手枪。当时，胡某正在
同事曾某某的宿舍里喝茶。朱伟持手枪走
进曾某某宿舍，近距离指着正在低头玩手机
的胡某头部，半开玩笑地问胡某“这把烂枪
能打响吗”，没想到一声枪，朱伟傻眼了。

枪案发生后，朱伟制造胡某本人造成枪
击身亡的假象。曾某某也向警方证实，胡某
坐着时，枪口正好对着头部，胡某在枪响之
前没有任何反应。之后，他和朱伟慌乱中都
走出了房间，在他返回拿手机时，突然看到
胡某右手上多了一把手枪，枪就放在手掌
上，而不是握着。公安人员和救护车到现场
时，急救医生说胡某已经死亡。

案发后，朱伟搭长途车准备外逃，妻子
打电话苦苦相劝，最后他同意自首。2016 年
11 月 9 日，朱伟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同
年 11 月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逮捕。

警方勘验和弹痕鉴定证实，死者胡某系
被现场提取的仿 64 式手枪枪击致重度颅脑
损伤死亡。这把 7.62mm 手枪弹，在击发前
需要上膛。此外，警方尸检尿检检出麻古和
冰毒成分，证实胡某和朱某在 11 月 6 日下午
曾吸毒。11 月 8 日，朱伟投案后即被行政处
罚和强制戒毒。

赔偿死者父亲22万元求轻判

2017 年 11 月 3 日，邵阳市中院审理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人朱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中认定，朱伟朝胡某头部开枪，致
其当场死亡。朱伟见状，将手枪放在胡某手
掌上，制造胡某自己开枪的假象。

一审审理期间，胡某父亲与朱伟达成谅
解协议，朱某代朱伟赔偿胡某父亲 22 万元，
当场一把付清，胡某的亲属对朱伟予以谅
解，建议法庭对朱伟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审判决后，朱伟不服，向湖南省高院
提出上诉。朱伟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某在朱
伟询问手枪能否击发时要朱伟开枪试下，致
使朱伟误认为手枪没装子弹、不能击发。朱
伟没有杀人故意，其行为仅构成过失致人死
亡罪，请求从轻判处。

2018 年 1 月，湖南省高院立案，组成合
议庭不公开审理。上诉人朱伟对其枪杀胡
某、伪造胡某自杀现场的事实供认不讳。

湖南省高院审理认为，朱伟持枪故意朝
被害人胡某的头部射击，放任胡某死亡后果
的发生，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朱伟曾因
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又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之罪，是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朱伟犯罪
后逃跑，在被追捕过程中自动投案，归案后
如实供述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

对于朱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
“朱伟没有杀人故意，其行为仅构成过失致
人死亡罪，请求从轻判处”的理由和意见，湖

南省高院认为，根据朱伟供述，应系胡某将

手枪装弹上膛，胡某明知击发该枪会造成严

重的伤亡后果，在此情形下让朱伟朝自己试

射，不符合逻辑经验和常理；身处案发现场

的曾某某证明，胡某在枪响之前没有作任何

反应。故朱伟所提胡某要朱伟开枪试下，没

有其他证据证明，且有悖常理，该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朱伟系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明知击发枪

支可能造成的伤亡后果，仍在无法确认涉案

手枪不能正常击发的情况下朝胡某头部射

击，放任胡某死亡结果的发生；胡某中枪倒

地后，朱伟没有采取任何防止胡某死亡结果

发生的急救措施，反而制造胡某本人开枪的

假象。

综上，不能认定朱伟过失致胡某死亡，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朱伟刑事责任。鉴

于朱伟系间接故意犯罪，犯罪后自首并积极

赔偿，取得胡某亲属谅解，综合朱伟的犯罪

事实、性质、情节、悔罪态度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依法可对其较大幅度地从轻判处。故

对朱伟及其辩护人所提“请求从轻判处”的

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原审判决

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

确，审判程序合法。

2018 年 2 月，湖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依照《刑法》第 232 条、第 67 条和《刑事诉讼

法》第 225 条等相关规定，维持一审法院刑事

判决对上诉人朱伟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部

分，撤销其量刑部分。朱伟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华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