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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评

2017 年 11 月，花椒直播的极限主播吴永宁在
攀爬 62 层的长沙市华远国际中心时失手坠亡。此
后，其母将花椒直播的运营主体密境和风公司诉
至法院。今年 5 月 21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对
该案进行宣判，认定密境和风公司承担网络侵权
责任，判决该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3 万元。

“我觉得是网络视频害了他。”吴永宁坠亡后，
有高空挑战爱好者如是感慨。起初，吴永宁发布
的小视频反响寥寥，直到一条在 10 楼边缘玩平衡
车的视频，收获 130 多元打赏。自此，吴永宁便以

“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自居，经常上传高楼
极限运动视频，难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频繁，
全网粉丝迅速超过百万。

吴永宁坠亡，直播平台该不该承担责任，一度

引发争议。有观点认为，对于包括高空攀爬在内
的极限运动视频，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直播平台不存在违规。有律师则表示，直播平台
涉嫌用利益引诱别人参与危险活动，并可能造成
不良示范效应，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如今，法院一
审认定直播平台运营主体承担网络侵权责任，判
决其赔偿 3 万元，为案件争议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对于直播平台加强审查和监管具有警示意义。

《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
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
空间的管理者、经营者、组织者，在虚拟的网络空间
中对网络用户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吴永宁

攀爬及表演高空危险动作过程中未穿戴防护设备，
也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直播平台明知危险依然为
其上传视频提供通道，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此外，直播平台允许危险视频传播，也违背了
视频审查和监管义务。2000年公布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指出，从事互联
网业务的单位要依法开展活动，发现互联网上出现
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
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在缺乏安全
防护的情况下从事高难度危险动作，不仅伤害自己
的生命权、健康权，还可能导致其他粉丝模仿主播
从事类似行为，造成人身伤害。同时，高楼攀爬很
容易引起群众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涉嫌扰乱公共
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车站、港口、码

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
序的，处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将会处以 5 日以
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可以并处罚款。

吴永宁坠亡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在利益的
驱动下，极限直播的尺度越来越大，甚至演变成玩
命直播。值得欣慰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各大直
播平台纷纷加强了对于危险视频的监管。快手方
面，对于危险性的表演内容，除了对用户个人处
罚，平台还有标注警告机制。火山小视频则严禁
用户直播涉及极限类运动，因为直播互动可能分
散注意力，增加危险性。显然，通过司法判例倒逼
直播平台自律规范，有助于全民直播更加趋于理
性，在安全合法的基础上展示风采，而不是在网友
的打赏和叫好中迷失自我，误入歧途。 （燕赵）

“主播坠亡案”倒逼直播平台自律规范

（详见 22日 1版）

（详见 20日 1版）

5 月 21 日晚 10 时许，湖北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随着审判长最后一次敲响法槌宣布
休庭，备受社会关注的周闯等38人涉黑案庭审结束。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多名被告人当庭落泪，包括首犯周闯在内的38 名被告人当庭
悔罪悔过，恳请法庭宽大处理，周闯表示：“悔恨不已，决心痛改前非，积极改造自己。”

该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是鄂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的涉案人数最多的一起涉黑案件，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较大。

（详见周末3版）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委原书记杨信18年间家庭
财产及支出超3亿

从东北到三亚
坐拥46套房

（详见周末2版）

站台树威
相互勾结谋利

——辽宁几起黑恶势
力“保护伞”运作轨迹观察

22 年前受访曾反思，
被曝为儿逃脱死刑奔走
活动

黑老大孙小果
的谜样父母

今日导读

为争夺“江湖地位”豢养打手

公诉机关鄂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被告人周闯为树立恶名，争夺所谓

“江湖地位”，开始豢养打手，先后将社会闲散人
员范某某、熊某某、徐某某等人招至麾下。1997
年 4 月，周闯指使范某某伙同徐某某等人持刀将
一人砍成重伤，标志着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
形成。

此后，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有明确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比较稳
定，人数众多，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并在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组织纪律、活动规
约。该组织要求组织成员不准吸毒，避免打架时
冲不动、跑不快。如果不服管理，打架时找不到
人，基本上就会退出组织。同时，该组织成员还
会通过吃年饭、每年初一拜年、安排游玩、赶情搭
礼等方式，维持组织的稳定。

在经济方面，该组织通过插手工程、开设赌
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大肆敛财，
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将部分收益用于违法
犯罪活动，以支持、维系该组织运转。该组织
盘踞在鄂城区百子畈、范家墩一带多年，为非作
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对一定区域内生
活的群众形成了心理强制，对一定行业的生产、
经营造成了重要影响，严重破坏了经济、生活秩
序。该案共涉及 12 个罪名，其中，在组织意志内
实施犯罪 30 起、违法活动 10 起；组织外实施犯
罪 3 起。

“黑老大”彻夜难眠写诗2首

5 月 20 日 8 时开庭，在审判长主持下，公诉
人宣读了起诉书，公诉人、辩护人分别向被告
人进行讯问、发问。法庭对起诉书指控的故意
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等相关事实展开调查，被
告人进行了陈述及质证。晚 7 时许，审判长宣
布休庭。

庭审首日结束后，第一被告、44 岁的周闯彻
夜难眠，在信纸上写下两首诗。在第一首诗《登
堂受审》中，他写道：晨食惊笛扰，戎甲提乘囚。
昔闻庭前威，今上烤灼台。吴城澜湖畔，楚歌腾
翻滚。挚友无一助，寒冰泊孤舟。

在第二首诗《人性》中，他写道：一朝金戈舞，
满纸荒唐言。足失千古恨，脑悟万木枯。切莫人
性考，拾来九陋也。误交下作人，尽得是非事。

5 月 21 日早 8 时，审判长宣布开庭。法庭继
续围绕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非法拘禁、开设赌场、串通投标等
30 笔犯罪事实和 10 笔违法事实展开调查。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采用多媒体形式，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周闯等 38 人涉嫌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举证，分别从组
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四个方
面详细列举了证据，并当庭宣读重点证据内容摘
要，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逐一发表质证意见。法
庭还对与量刑情节有关的事实和涉案财产事实
进行调查。

该案休庭后，合议庭将进行评议，并择日
宣判。

网络举报引起副市长注意

湖北媒体今年 4 月报道了鄂州警方侦办这期
重大涉黑案的来龙去脉。

据悉，鄂州警方在查处周闯等人涉黑案时，
发现案件性质恶劣、涉案人员较多，遂逐级上报，
成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鄂州市公安局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侦办此案，历
时 15 个月，辗转 5 个省市，行程近 5 万公里。

2017 年 3 月，上任不久的鄂州市副市长、公
安局长薛四清在鄂州市掀起扫黑除恶风暴——

“霹雳 2 号”行动，打击“黑恶霸”，查禁“黄赌毒”。
此时，一篇点击率极高的《鄂州黑道 20 年》的

网络举报信进入薛四清的视野，该举报信中提到了
一名绰号叫“杂毛”的团伙组织，长期盘踞在鄂州城
区百子畈村结伙作案，涉嫌多宗违法犯罪案件。

这篇网络举报信引起了薛四清的重视，他批
示要求警方先期进行暗中调查。经查，1975 年出
生的周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鄂州市某铁矿辞
职后，拉拢江湖组织“大八仙”的手下邱某胜、邱
某宝，并纠集绰号为“波斯猫”“红屁”等人混社
会，长期作恶一方，民怨极大。

同年 10 月 31 日，鄂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全面核查周闯涉黑团伙的违法犯罪问题。

“黑老大”罪恶成长史

“周闯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极端的暴力色彩。”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从 1997 年 4 月开始，周闯与
得力干将范某和其他组织成员首次共同实施故
意伤害后正式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至 2017 年 10
月周闯被抓获到案、2018 年 6 月范某投案才彻底
覆灭，存续时间长达 20 年。

记者了解到，1997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
周闯一朋友与他人发生纠纷，其朋友打电话让他
帮助报复。4 月 8 日晚，周闯指使范某带人到对
方家中，将他人砍成重伤。

从此时开始，在周闯的组织、领导下，该组织
于 2000 年代进入最猖獗时期，频繁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组织成员人数众多，多达 30 余人。

2002 年，周闯开始插手工程，以占干股的形
式参与开发百子综合楼、高知秀园小区和多佳公
寓土建项目，获取巨额经济利益。2007 年，周闯
不满足与他人合作，遂开始利用软暴力手段逼走
项目实际控制人，在鄂州范家墩及周边一带，凡
是建筑工程必定插手，并指使他人干扰、破坏建
筑工程招投标、施工和结算，通过寻衅滋事、殴打
他人、串通投标等手段，先后插手 10 余个建筑工
程项目，对范家墩一带建筑工程行业的准入、经
营、竞争等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6年底，鄂州另一涉黑团伙头目熊才祥（目
前熊才祥相关案件庭审已结束）在一牌铺赌博时输
了钱，借了该牌铺老板1万元钱。事后，熊才祥并没
有及时归还，由于该牌铺受周闯等人“保护”，周闯
一得力干将周某遂指使马仔砸了熊才祥的车子。

2007 年 2 月的一天凌晨，周某和其同伙成员
等 5 人在鄂州市吴都一酒店宵夜时，被熊才祥团
伙带人砍伤。周闯获悉后，遂商量欲报复熊才祥
为周某报仇。

同年 5 月 23 日晚，周某发现熊才祥在鄂州古

楼街出现，立即指使陈某等人持刀赶到现场，将
熊才祥等 5 人砍伤。次日凌晨，周某向周闯报告
此事，周闯立即安排人员查探伤者情况。经打
听，熊才祥一方的赵某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当时死亡的那名赵姓男子很冤枉。”办案民
警介绍，赵某只是一名做建筑生意的小老板，当
晚遇到熊才祥后，在一起谈生意，不想被周某团
伙误认为是熊才祥的人，结果丢掉了性命。

经鉴定，熊才祥所受损伤为重伤，另外三人
其中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案发后，周某畏罪潜
逃，充当打手的陈某被判处死刑。

为了安抚手下，2008 年，周闯团伙为陈某的
母亲在鄂州城区购买一套 100 多平方的住房。5
年后，周某迫于压力主动投案自首。

为使周某得到从轻处罚，周闯托人找到死者
赵某一方，协商经济赔偿事宜。随后，该组织几
名团伙成员筹资 150 万元，对受害人赵某的遗孀
进行了赔偿，周某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20年非法敛财超5000余万

该组织利用、依靠非法强势地位和影响，有
组织地通过插手工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强迫
交易等非法手段，大肆敛财。

警方查明，从 1997 年至 2016 年，该组织攫取
的经济利益不低于 5000 万元。

2007 年 7 月，周闯得知某娱乐城地块要在武
汉公开拍卖的消息后，便邀约鄂州市一房地产公
司董事长徐某一起参加竞拍。当年 7 月 22 日晚，
竞拍在武汉某酒店举行前，周闯邀约同伙多名成
员赶到该酒店，逐一约见参加竞拍的公司负责
人，威胁不准在拍卖会上举牌竞拍。

次日上午，周闯带着马仔站在拍卖会现场门
口，向参加竞拍的公司负责人示威。拍卖开始后，
一开发公司负责人出来接电话，竟被周闯等人强
行阻止进入会场，致使该公司无法参与竞拍。最
终，周闯等人以600万元的低价拍得该地块。

周闯落网后，当年参加竞拍的一家公司负责
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当年房地产一片红火，
鄂州有十几家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那块地，但被

周闯盯上了，迫于压力都妥协了，没人敢反抗，只

好忍痛割爱。”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组织为了维护组织的运

转和稳定，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

蔽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组织

纪律和活动规约。

比如在实施暴力犯罪时，周闯自己不露面，

要求成员一对一交代，再由组织成员组织实施。

如果不服管理，寻仇时找不到人，便要求成员退

出组织，但必要时还需要“顶罪”和“揽罪”。

在该组织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组织成

员不准吸毒，一旦发现有吸毒行为，就赶出组织。

据交代，担心成员吸毒后打架时冲不动、跑不快。

周闯团伙盘踞鄂州城区百子畈一带 20 余年，
不仅插手工程，甚至小到商贩都深受其害。

“要不是鄂城禁鞭，我真想放挂鞭庆贺一
下。”鄂城区百子畈一名 62 岁的爹爹说：“我们在
这块做点小生意原来都要交保护费，如果不交
钱，他们的人就会上门恐吓和威胁，大家都敢怒
不敢言。” （湖日）

定安定城司法所化解矛盾在
基层、社矫人员零脱管、宣传
普法全覆盖，获评“全国先进
司法所”

“配菜法”针对性
帮教社矫人员

被控受贿4400多万
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靳绥东受审

据新华社济南 5 月 23 日电 2019 年 5 月 23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受
贿一案。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靳绥东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济 南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指 控 ：1999 年 至 2018
年，被告人靳绥东利用担任河南省安阳市副市
长、市长，中共安阳市委书记，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提高
项目容积率、亲属安排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索 取 、非 法 收 受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4434.375243 万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靳绥东的
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
靳绥东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
发表了意见，靳绥东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一周看点

我省部署开展深入推进防范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

力争年底前实现
“两降两升”目标

公安部督办的湖北鄂州38人涉黑案开庭审理

“黑老大”写诗2首悔罪

公安公安

部督办的部督办的

湖北鄂州湖北鄂州

3838 人 涉人 涉

黑 案 开黑 案 开

审审，，并将并将

择日宣判择日宣判

涉嫌受贿罪
贵州检察机关对茅台集团原
董事长袁仁国决定逮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原董
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
国涉嫌受贿一案，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贵州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由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日前，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袁仁国作
出逮捕决定。

严重违纪违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原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王东伟被
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内蒙古自
治区纪委监委对赤峰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王东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东伟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
实向组织说明有关问题；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
工作，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多次收受管理和服
务对象及下属所送礼金，骗取财政资金购买轿
车供家人使用，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

经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员会
会议研究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
予王东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所涉财物
随案移送。 （中纪）

6年间几千人
因炸油条获刑

被判刑的人大多都上
诉，称没有证据证明食用
一次超标油条就能造成严
重食源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