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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女友亡夫
杀人凶嫌冒名15年

该男子已被移交河南郸城警方
作进一步处理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的一间出租屋内，一中
年男子被警察团团围住。面对质问，他一会称自己叫程峰，一
会又改口叫田书彬。在警方的心理攻势下，男子最终交代了
实情。原来，男子名叫张力，曾在河南郸城犯下命案，一直被
警方通缉。他一开始所说的程峰确有其人，只不过早在 30 年
前就已死亡。张力正是借着程峰的身份，与程峰的妻子生活
在一起，以跑货运为生，而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15年。

酒后失控小伙犯下命案

16 年前，时年 27 岁的张力从老家山东来到河南郸城打
工。2003 年 7 月 12 日晚，张力因心情不好喝了不少酒，当其
行至郸城县化肥厂门口时，与徐某发生口角，因双方都年轻
气盛不肯退让，冲突逐渐升级，张力随后拔刀砍向徐某。见
对方受伤倒地，张力当晚就逃离了郸城。后来徐某因伤势过
重经抢救无效身亡，张力也被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为了躲避追捕，张力一路北上来到距离郸城 3000 多公里
的西北地区的某城市。张力化名“田书彬”从事货运工作，就
这样在当地隐姓埋名落了脚。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力结识了女子王某。王某有一个小
姐妹彭姝，丧夫 10 多年。王某见张力勤快稳重，想起彭姝一
个女人独自跑车十分艰辛，便将张力介绍给她当司机。

1962 年出生的彭姝，年轻时跟着丈夫程峰出来打拼，夫

妻二人在安徽灵璧贷款买了一辆解放牌重卡，北上来到该地

后，靠拉砂石材料挣了不少钱。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程峰
就因车祸不幸身亡。彭姝咬着牙一边拉扯着幼子，一边跑车
还贷，“我就想着从哪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彭姝在事后说道。

在雇佣张力跑车一年后，彭姝与张力确定了恋人关系并
生活在了一起。尽管张力与已故的程峰差了十多岁，但两人
长相却十分相近。不久，因货车自燃损毁，两人决定离开西

北地区的该城市返回内地。

冒用女友亡夫身份15年

由于没有资质就无法从事货运，而张力别的不会只会开

车，他告诉彭姝，自己户口本丢了，考不了货运从业资格证。
为了让男友早日持证上岗，彭姝便与张力一起回了自己老
家，让张力顶替程峰补办身份证。

原来，当年程峰死亡后，远在外地的彭姝并未及时返乡替
亡夫办理户籍注销，因此程峰在法律上还未死亡。加之张程
二人体貌相近，又有彭姝亲自陪同办理，身份很快就落实下
来。因为其四处跑车，住处不固定，15 年来张力一直逍遥法
外。但他没想到的是，警方至始至终未放弃过对他的追捕。

2019 年 5 月中旬，苏州相城警方通过信息比对，发现暂住
在渭塘镇一名叫“程峰”的男子有重大嫌疑，在和河南警方密切
合作后将其抓获。至此，张力16年的逃亡生涯，终于告一段落。

记者了解到，目前，犯罪嫌疑人张力已被移交河南郸城
警方。（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现快）

“请缓一缓，今天的彩票还没买，万一
中了呢？”记者 6 月 10 日从四川自贡高新区
警方获悉，近日，丹桂派出所民警在“迎庆 2
号”专项行动中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王
某。令民警感到可笑的是，王某被抓时还
恳请民警“缓一缓”，因为当天的彩票还没
来得及买。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某今年 43 岁，安徽
人，两年多以前因涉嫌诈骗潜逃成为网上
在逃人员。近日，自贡高新警方通过摸排
得到线索，确定王某一直藏匿在自贡高新

区范围，且有买彩票的习惯。每周二、周
四、周日的下午，王某都会去同一间彩票店
买彩票，而且风雨无阻。

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迅速将王某锁

定并制定抓捕方案。当天下午，王某果然
在彩票店门口准时出现，就在他准备购买
彩票时被民警现场抓获。面对民警，王某
没有反抗，而是忙着恳请民警：“今天的彩

票还没买，万一中了呢，能不能缓缓再抓
我？”

目前，王某已被移交给了安徽合肥警
方。 （中新）

一网上在逃人员买彩票时被抓

恳请民警“缓一缓，万一中了呢！”

1岁儿子被保姆抱走

时光倒流到 1992 年 6 月。朱晓娟是重庆
一家医院的护士，丈夫是一名从事宣传工作
的干部，当初他们居住在重庆渝中区解放碑
附近。

“那时我们夫妻俩都很忙，儿子 1 岁零 3
个月时我们请了一个保姆。”朱晓娟对记者
说，保姆交给他们的身份证显示她叫罗宣
菊，重庆忠县人，“20 多年后才得知她的真名
叫何小平，四川南充人，当时一代身份证上
的照片很模糊。”

同年 6 月 10 日，是保姆何小平到他们家
上班一周的日子。中午，朱晓娟的母亲到她
家去看望外孙，发现房门敞开着，保姆和外
孙不见了。

朱晓娟和丈夫发动亲朋四处寻找，一无
所获，他们便向渝中区朝天门派出所报案。

1995 年 12 月，他们听说河南兰考县公安
局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中解救了
一批被拐卖儿童，其中被取名为许盼盼的男
孩疑似他们的儿子。夫妻俩赶到后，在家住

河南开封的兰考县公安局局长许大刚家看
到了许盼盼。

为慎重起见，夫妻俩决定做 DNA 鉴定，
兰考县公安局遂委托河南高院做亲子鉴定，

朱晓娟夫妻缴纳了 1500 元鉴定费。
1996 年 1 月 15 日，河南省高院出具了

（1995）豫法医鉴字第 19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亲子关系鉴定》，结论为许盼盼与朱晓
娟夫妻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保姆投案自首,亲儿子回家

面对这份报告，夫妻俩深信不疑，随后
他们将许盼盼接回重庆一起生活。

在后来 23 年的岁月里，夫妻俩对许盼盼
倾尽全力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呕心沥血地
将他抚养成人。

然而，他们愈合好的伤口，多年后随着
重庆一份权威的 DNA 鉴定报告，再次被撕
裂得血淋淋的。

原来，2018 年 1 月，有媒体报道称四川南
充一名叫何小平的女子曾到当地警方主动投
案，称她早在 1992 年从重庆渝中区解放碑抱
走一名小男孩，后取名刘金心，对方如今已长
大成人，多年来一直跟随她生活在南充顺庆
区，她自称想赎罪要替他寻找亲生父母。

媒体的报道直接指向了朱晓娟，重庆渝
中区警方也立即展开调查。

为查明事实真相，渝中区警方委托重庆
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亲子鉴定。

2018 年 3 月前后，朱晓娟收到重庆市公
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DNA 检验报告》，确定
她与许盼盼的亲权关系不成立，与刘金心的
亲权关系成立。

事后调查得知，当年保姆何小平抱走朱
晓娟儿子后，在重庆乘长途汽车直接回到了
南充顺庆区农村老家。

状告河南高院索赔295万余元

2018 年 9 月，朱晓娟向重庆渝中区法院
提交起诉书称，22 年前基于对河南高院鉴定
结论的无限信任，她以为找回了丢失的儿
子，以为抚平了失子之痛，而后重庆的一纸
权威的鉴定结论，把她早已愈合的伤口撕开
一条血淋淋的口子，令她痛苦不堪。

她说，一切都证明了河南高院当初做出

的那份 DNA 鉴定结论是错误的，对方的错鉴

行为给她造成了无法弥补、伴随终身的伤害。

她噙泪对记者说，此事带给她的精神层

面上的损害以及整个家庭命运被改写的事

实，将永远无法修复和逆转，她便向重庆渝

中区法院起诉河南高院，索赔经济损失 195

万余元，同时要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 万元。

今年 3 月 25 日，渝中区法院经审查认
为，她的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立案
审理。

河南高院承认错误并致歉

近日，双方在渝中区法院进行证据交换
及庭前调解。索赔金额方面，双方悬殊较
大，调解未果。

朱晓娟给记者出示了一份盖有河南高
院公章的民事答辩状，上面的落款时间是 5

月 10 日。河南高院表示，由于技术条件所

限，他们 1996 年出具的案涉亲子关系鉴定结

论错误，为此向朱晓娟深表歉意，“充分理解
朱晓娟女士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并尊重其
通过诉讼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合）

保姆偷子、亲子鉴定出错致错养儿子23年

女子状告河南高院索赔295万
重庆的朱晓娟几十年的人生像遭遇了过山车，儿子出生 1 岁零 3

个月时被保姆拐走，随即河南高院的一纸 DNA 鉴定让他们全
家“团聚”。然而，让她震惊不已的是，2018 年 3 月，重庆一份权威 DNA
鉴定报告显示，她真正被拐走的儿子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四川南充，这意
味着先前那份鉴定报告是错误的。近日，她状告河南高院做出错误
DNA 鉴定报告侵权一案，在重庆渝中区法院进行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
她索赔各类损失共计295万余元。

失散多年的母子失散多年的母子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1 日 电（记 者 罗 沙）
“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实现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如何继续发力？6 月 11 日，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
行 改 革 健 全 解 决 执 行 难 长 效 机 制 的 意 见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确定十个方面、共计 53 项主要任务，推动法
院执行工作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前进。

坚持从源头解决执行难

“纲要的目的，是巩固‘基本解决执行
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最高
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

根据纲要，“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的巩
固主要通过“五个常态化”实现：执行工作良
性循环状态和“3+1”核心指标高标准运行常
态化；“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常态
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执行工作模式常
态化；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不
规范执行行为严肃整治常态化；对规避执行、
抗拒执行、干预执行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

“基本解决执行难只是我们的一个阶段
性目标，在这个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执行
工作要求绝不会放松，质效标准也不会调
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赵晋山说，

“核心指标不但不会调低，相反还要继续进
行巩固和深化。”

解决执行难，必须从源头入手。纲要提
出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

工作大格局”。
孟祥表示，“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

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
会参与”的综合治理大格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基本解决执行难”取
得成功的基本保证。解决执行难必须要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解决。

为此，纲要提出，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
规范性文件，使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制度
化、机制化，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推进
执行工作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化，把执行联动
各项工作纳入各联动部门职责范围。提高
社会信用体系基础信息的完整性、全面性和
准确性，从源头上解决执行财产和被执行人
信息不准确、不全面，导致执行查控系统功
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问题。

根据纲要，人民法院将在 2019 年前完成
民事强制执行法调研起草工作。此外，人民
法院还将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试
点工作，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打下实践基础。

完善失信惩戒系统

“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实现网络化的
查人找物、财产处置、信用惩戒等执行工作
新模式，是人民法院敢于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的基础。”孟祥说。

纲要提出，深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执行模式变革。完善“1+2+N”执行信息
化系统，加快以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

为核心，以四级法院统一的办案系统和执行
公开系统为两翼，以网络查控、评估拍卖、信
用惩戒、执行委托等 N 个执行办案辅助系统
为子系统的执行信息化系统建设。

其中，在失信惩戒系统方面，纲要提出
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
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
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财政、
金融监管、税务、市场监管、科技等部门以及
有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共
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纲要提出，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将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戒单位“互联
网+监管”系统以及管理、审批工作系统中，
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
自动监督、自动惩戒。

纲要还提出，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
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采取
相应力度的惩戒措施。畅通信用惩戒救济
渠道，对于错误纳入、未及时屏蔽、公布信息
不准等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结合执行工作
实际，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修复制度。

对不规范执行行为“零容忍”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深化执行改革。”
孟祥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执行改革，

加快推进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体制改革
试点，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
实司法责任制，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行
体制。”

——加快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将执
行权区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

——全面推行执行团队办案模式，实行
以 法 官 为 主 导 的“ 法 官 + 法 官 助 理（执 行
员）+法警+书记员”团队办案模式。

——积极引入专业力量参与执行，建立
健全仲裁、公证、律师、会计、审计等专业机
构和人员深度参与执行的工作机制。

——推进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发挥司法
警察采取强制措施、打击拒执行为、收集证
据等作用，提升执行效率和威慑力。

……
“继续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对消极执

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行行为

‘零容忍’。”孟祥表示，纲要规定持续推进执

行规范化建设，构建科学、严谨、系统的执行

规范体系，打造“制度铁笼”“数据铁笼”，确

保执行权规范、高效运行。

“债权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

方式来实现。”赵晋山说，“纲要把执行公开

作为今后五年执行工作中要重点完成的十

大任务之一，通过公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以公开
促规范、提效率，以公开获认同、求理解、增
威信。”

新华社贵阳 6 月 11 日电（记者向定杰）
在网上开设现货交易平台，将部分股民拉到
微信荐股群或网络直播间，采取导师授课、
展示虚假盈利截图等方式鼓吹“茶票”市场
低风险、高回报，诱骗开户注资、高价买入，
而后操纵价格暴跌，让投资者“血本无归”。

贵州省贵安新区公安局11日召开“5·06”
专案侦查工作通气会，介绍了一起特大“茶票”
网络平台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

据了解，2017 年 4 月，当地警方陆续接到
全国多地100余人报案，称被注册登记在贵安
新区的中金物联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
称中金物联）现货交易平台诈骗。对案情研
判后，贵州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精干警员与
贵安新区公安局共同成立了“5·06”专案组。

警方侦查发现，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犯

罪嫌疑人蓝某某、周某某和张某某利用中金
物联现货交易平台资质，在广州挂牌成立中
金物联茶叶交易有限公司，并吸纳 7 家经纪
会员单位，负责具体在平台上发行“茶票”，
通过内部操纵交易价格，非法套取 3000 余名
投资人巨额资金。

“正规的期货交易所，它的收入是靠交
易佣金，而这个平台是把投资者的损失直接
变成了它的收益。”贵安新区公安局副局长、

专案组副指挥刘学文说，这是一起涉众重大
电信诈骗案，受害面广、金额巨大、涉案人员
多，侦办中克服了许多困难。

2017 年 12 月以来，专案组实施收网行
动，成功抓捕包括蓝某某和敖某在内的犯罪
嫌疑人 38 名，依法查扣现金、车辆、房产、茶
叶等财物。截至目前，已追赃挽损金额累计
约人民币 1.17 亿元，相关犯罪嫌疑人被依法
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中央网信办等 4部门联合开展
互联网网站安全专项整治

将处罚并曝光
违法违规网站

新华网北京 6 月 11 日电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
部门于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联合开展全国范围的互
联网网站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未备案或备案信息不准确的
网站进行清理，对攻击网站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对违法违规网站进行处罚和公开曝光。

此次专项整治的一大特点是加大对未履行网络安全义
务，发生事件的网站开办者的处罚力度，督促其切实落实安
全防护责任，加强网站安全管理和防护。各地通信管理局、
公安机关将根据《网络安全法》，对落实网络安全义务不到
位，被植入后门木马、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等网络安全
事件，以及存在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的网
站，依据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约谈主要负责人、停业整顿、关
闭网站、注销备案等措施并公开曝光，涉企行政处罚信息将
依法纳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
示。专项整治期间，各地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还将责令未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ICP 备案、联网备案或备案信息不准确的
网站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进行清理。公安机关将对非法
入侵控制网站牟取利益或从事非法活动，窃取买卖个人信息
等违法犯罪活动和网络黑产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打击。

涉枪涉爆案追逃传捷报
湖北警方抓获 4名公安部督办

案件逃犯

新华社武汉 6 月 11 日电（记者梁建强）据湖北省公安厅
11 日通报，随着犯罪嫌疑人马某落网，今年以来公安部督办
的湖北涉枪涉爆案件中的 4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

据了解，荆门王某和咸宁徐某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黄
冈谭某因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孝感马某因非法制造枪支弹
药，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 人所涉案件被公安部
列为督办案件。

结合打击整治枪爆犯罪、集中清查收缴枪爆物品“百日
行动”等专项行动，湖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组织开展部督涉
枪涉爆在逃人员缉捕会战。缉捕过程中，湖北省公安机关多
警联动、劝抓并举，并将现代侦查手段与传统手段相结合，收
到实效。咸宁公安机关多次对徐某的家属开展普法教育，动
员家属规劝徐某主动投案，徐某日前主动自首；荆门、黄冈公
安机关充分发挥治安、网安、刑侦等多警种部门优势，联合开
展研判攻坚、深度挖掘、关联比对，实现对逃犯的动态追踪，
分别在武汉、成都抓获王某、谭某；孝感市公安局依靠群众提
供的线索，将逃犯马某抓获。

最高法确定10个方面共计53项主要任务，推动执行工作继续发力

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前进

贵州破获一起特大“茶票”网络平台诈骗案

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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