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叶福 校对/崔晓慧 版式/王帅06 拍案惊奇 FAZHISHIBAO

2019年7月11日 星期四

编辑/陈婷 校对/崔晓慧 版式/王帅06 反腐风云 FAZHISHIBAO

7 月 9 日 14 时，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韩继华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认定被告人韩继华
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还对此案附带民
事部分进行了宣判。

为宣泄情绪报复社会
驾车故意冲撞人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韩继华因人际交
往、经济压力、夫妻矛盾等生活琐事产生狭
隘心理，并因此预谋驾车撞人。2018 年 11 月
22 日 11 时 30 分许，韩继华驾驶其父韩玉升
所有、牌照为辽 CSF060 号黑色奥迪牌 A6 型
轿车，在建昌县城区的街道上行驶，伺机作
案。12 时 18 分，在路经红旗街道建昌县第二

小学附近路段时，该校教师王秀玲、马兰带
领 60 余名学生由东向西横过道路并沿路西
结队行走，被告人韩继华遂将该队师生作为
驾车撞击的主要目标，并随即驾车由南向北
逆向加速行驶冲撞该人群，在将多人撞倒、
碾压后驶离现场。

当日 12 时 52 分，公安人员在 306 国道建
昌县八家子乡青石岭路段逼停韩继华驾驶
的奥迪车，将其抓获。被告人韩继华此次驾
车冲撞人群致 6 名学生死亡，致 20 人不同程
度受伤。

法院认为，被告人韩继华因生活中的不
顺产生狭隘心理，为宣泄情绪、报复社会，驾
车故意冲撞人群，在将多人撞倒、碾压之后，
逃离现场，导致 6 人死亡，20 人受伤，其中死
亡 6 人全部为儿童，受伤 20 人中有 18 名儿
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依法惩处。

犯罪情节极其恶劣
不足以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
应予支持。被告人韩继华犯罪动机阴暗卑
劣，主观恶性之深重丧心病狂，犯罪手段之
残忍令人发指，案发现场之惨烈触目惊心。
其犯罪行为不仅有违国法，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亦有逆天理，有悖人伦。被告人韩继华
作为人父，法律固然不能要求所有人“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但绝对禁止荼害无辜。被
告人韩继华的行为严重突破法律和道德底
线，严重冲击社会公序良俗，给被害人家庭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虽然被告人韩继
华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在庭审中表示

认罪悔罪，依法构成坦白，且无前科劣迹，但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不
足以从轻处罚。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案件审理过程中，葫芦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为
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为被害人指定了法
律援助律师，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听取控辩
双方意见，形成庭前会议报告，确保庭审顺
利有序进行。庭审中，控辩双方充分质证、
充分辩论，充分保障了诉讼参与人员的诉
讼权利。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宣判。被害人亲
属、部分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
社会各界群众 100 余人参加旁听。 (中青)

四川遂宁一名 24 岁男子赵某，在网上跟
别人学习制造假币，并买来打印机、墨盒等
工具，由于自己是色盲，其女友就帮忙递纸
和辨别颜色。结果，花了几千元“造”出来了
2000 多元假币，两人双双被警方抓获。记者
近日获悉，因犯伪造货币罪，赵某被判刑 3 年
零 6 个月，其女友也获刑 1 年零 6 个月。

遂宁市公安局河东新区分局灵泉派出
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日前，民警在日常工作
中获取一条重要线索：一名赵姓男子在网上
购买设备，在家自己制造假币。掌握该线索
后，经过长时间的蹲点布控守候，最终，民警
确定了赵某所在的居住屋，随即，民警对该
居住屋进行突击检查，现场将赵某及其女友
张某抓获。在其住处，民警搜出少量伪造的
1 元、5 元、10 元、20 元面值的假币，以及打印
机、墨盒及金线纸等作案工具。“整个收缴的
假币大概有 2000 多元，但通过我们观察，假
币比较假，根本用不出去。”办案民警介绍。

据赵某交代，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一次偶然机会，他在网上发现有专门的 QQ
群传授交流制造假币的“技术”，他就跟着学
起来。感觉掌握一定“技术”后，赵某便花了
几百元钱在网上购买了打印纸、墨盒、金线
纸等工具，自己在家里摸索着开始制造起假
币来。同时，他觉得面值小的假币能够花出
去，于是特地选择了小面值的假币模板进行
制作。由于自己有点色盲，赵某的女友张某
便帮助其递纸和分辨制作出来的假币的颜
色深浅。日前，船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宣判，赵某、张某因犯伪造货币罪，分别获
刑 3 年零 6 个月和 1 年零 6 个月。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七十条之规定，伪造货币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
分子；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伪造货币的
总面额在 2000 元以上不满 3 万元或者币量
在 200 张（枚）以上不足 3000 张（枚）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处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罚金。 (红星)

为了在家摆对称
开路虎2次偷盆栽
湖南一男子犯盗窃罪被判刑

见别人店门口的盆栽长得好看，男子趁夜色驾驶路虎越
野车将盆栽偷回了家。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审理这起案件，被告人皮某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我喜欢种植盆栽，看到别人店门口好看的盆栽，便萌生
了盗窃的念头。”到案后，皮某供述。今年 2 月 19 日晚，皮某
从开福区月湖大市场某饭店吃饭出来时，看到店门口摆放的
一盆中华文木盆栽长得好看，便萌生了将盆栽偷回老家的念
头。次日凌晨 1 时许，皮某驾驶自己的路虎越野车来到该饭
店，发现无人，遂将盆栽搬到了车上。

“因为上次只偷了一盆，想再偷一盆搬回新化老家，大门
口一边一盆显得对称一些。”3 月 24 日 2 时许，皮某再次驾驶
路虎越野车来到开福区月湖大市场某门店前，趁四周无人，
盗得该处两盆小盆栽。偷完后，皮某又开车来到附近某幼儿
园门口处，将一盆 30 年精品榆木古桩盆栽盗走。

发现门前的盆栽被盗，被害人立马查看了监控，竟发现
偷盆栽的是一名开路虎越野车的男子，马上报警。4 月 26 日
10 时许，民警经过调查和摸排，在开福区某小区内将被告人
皮某抓获。经价格认定，该中华文木盆栽价值 3240 元，该 30
年精品榆木盆栽价值 11000 元。到案后，皮某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积极退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皮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
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
告人皮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积
极退回全部赃物，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可酌定从轻处罚。
如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可适用缓刑。法院采纳公诉机关量刑
建议，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长晚)

因口角捅死儿子
烧毁儿子小轿车
四川一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控制

7 月 9 日上午 10 时许，四川巴中市公安局恩阳区分局明
阳派出所接到报警：在兴隆镇土桥村篮球场附近有人被捅
伤。

现初步查明：杨某某(男，63 岁，恩阳区兴隆镇金鸭村人)
与其子杨某 (男，37 岁，恩阳区兴隆镇金鸭村人)因家庭纠纷
发生口角，杨某某持刀将其子杨某捅伤，并将其子杨某所有
的一辆小轿车烧毁。

目前，杨某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犯罪嫌疑人杨某
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新)

报复社会驾车故意冲撞人群
辽宁“驾轿车撞学生致6死20伤”案被告人被判死刑

色盲男子与女友造假币被抓
因犯伪造货币罪赵某及女友分别获刑3年半和1年半

警方查获的假币警方查获的假币

今年 5 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
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淑惠受贿案，在吴
忠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淑惠在担任
银川市兴庆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灵武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市长期间，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款拨付、项目审批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 30 个单
位及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46.66 万余
元、英镑 2 万元、美元 3 万元。法院最终以受
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 万元，受贿违法所得财物依法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52 岁的陈淑惠自从政以来，秉持吃苦能
干的“女强人”作风，从基层一路打拼，官至
厅级。那么，是什么将她拖进了腐败的泥
潭、使其人生从巅峰跌入谷底？

女市长以权换利

2008 年 12 月，陈淑惠担任银川市兴庆区
区长时，在工作中结识了宁夏某集团公司董
事长郑某。手握大权的她立刻被“嗅觉”敏
锐的郑某纳入了自己的关系网。

2009 年 11 月，陈淑惠调任灵武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代市长，此时正值宁夏某集团公
司在灵武市代建城市改造安置房工程。陈
淑惠刚刚走马上任，郑某便主动找上门，请
她在灵武市代建城市改造经济适用房、安置
房中提供帮助，并邀请她到其公司正在开发
的银川市金凤区某小区看一看。

陈淑惠没有拒绝“老熟人”的邀请，不但
去看了小区，还看中了一套 230 平方米的房
子，房款合计 101 万元。她付完一半首付款
后，便打电话给郑某表明自己的意愿，郑某
随即安排手下人为陈淑惠支付了 51 万余元
尾款，并办理购房手续。为掩人耳目，陈淑
惠最终以妹妹的名义签订了购房合同并将
房屋登记在了妹妹名下。陈淑惠在这套房
上得了郑某的好处，也为郑某的集团公司打
开了承建灵武市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建设
项目的方便之门。

银川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刘某对陈淑
惠的感情投资则更是“用心良苦”。据统计，
2009 年至 2012 年，刘某利用春节、中秋等传
统节假日，先后 10 次送给陈淑惠共计 160 万
元现金。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刘某成为
陈淑惠信赖的人。陈淑惠利用手中权力，在

银川市兴庆区、灵武市的多个工程建设及工
程款支付方面多次为刘某提供帮助。

身陷权钱交易泥沼的陈淑惠也曾在利
益与良心之间徘徊。2013 年 5 月，倍感压力
的她将 30 万元现金退给了刘某，但由于侥幸
心理作祟，她未能就此收手。

节假日成敛财“黄金期”

2009 年，陈淑惠在工作中结识了灵武市
某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某。因马某的女婿是
陈淑惠丈夫的远房亲戚，两家沾亲带故，交
往便日渐密切起来。

2010 年春节前，马某以拜年为由为陈淑
惠送去 5 万元人民币，请她支持其集团公司
的发展。此后每逢节假日，马某都要到陈淑
惠处拜访，表一表心意。马某密集献殷勤，
最终赢得了陈淑惠的信任。2010 年至 2012
年间，陈淑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申请国
家科技支撑项目、羊绒产业园项目等方面，
帮助马某的集团公司陆续获得财政资金补
贴合计 2 亿元。

不止马某，与陈淑惠拉关系的老板们，
基本都盯上了各种传统节假日。这些特殊
时间节点，渐渐成了陈淑惠大搞钱权交易的

“黄金期”。
2010 年春节前一天，陈淑惠的另一位

“老朋友”——宁夏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余某联系她，将装有 30 万元现金的
布质手提袋送到了陈淑惠所住的小区门口，
理由是“给全家拜年”。2011 年春节前，余某
又将 40 万元现金藏在一个食品包装袋内，在

灵武市一个路口，交到陈淑惠手上。2012 年
春节，余某再次将装有 30 万元现金的布质手
提袋送到了陈淑惠家。

连续 3 年坚持“进贡”，余某的诚心自然
打动了陈淑惠。2013 年下半年，余某公司承
揽了灵武市临港道路给排水工程二标段，陈
淑惠在工程款拨付方面帮余某“打了招呼”，
为余某一路开绿灯。

事后，再次心生不安的陈淑惠，将 40 万
元退给了余某。

2018 年 9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在审查调查自治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副
主任李建军违纪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时任
灵武市市长陈淑惠收受宁夏某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现金 120 万元且 40
万元予以退还的问题线索，由此揭开了陈淑
惠受贿案的全貌。

主动坦白交代

4 月 18 日，吴忠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陈淑惠受贿案。庭审适用认罪认罚普通
程序简化审程序。5月9日，该案公开宣判。

因陈淑惠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监察机关
尚未掌握的其他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在
案发前又主动向部分行贿人退赃合计 158 万
元，案发后积极退缴剩余全部赃款。在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期间，认罪认罚，
确有悔改表现，应当从轻处罚，法院遂以被
告人陈淑惠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 万元，受贿违法所得财物
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检日）

7 月 9 日上午，广西南宁市中院开庭审
理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梁寿龄受贿一案。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梁寿龄利用担任广西水利电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副总
经理兼总工程师、钟山至马江工程建设办公
室主任，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西水利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钟山至马江高速公路建设办

公室主任，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北
京某投资有限公司等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
揽、工程款结算及拨付、经纪业务处理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2004 年至 2017 年，梁寿龄非

法收受上述人员和单位给予的财物，共计
1101.4085 万元。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梁寿龄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入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 1101.4085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
告人梁寿龄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
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梁寿龄对检察机关
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并在最后陈述时表示
认罪悔罪。本案将择期宣判。 （新京）

被控受贿1100余万元
广西水电集团原董事长梁寿龄受审

在公安局楼顶收现金
帮他人拿下投标项目
昆明禄劝县一警察涉嫌受贿受审

昆明市禄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讯中队原副队长黄红
军，利用负责管理公安系统视频监控便利，将公安视频监控系
统让自己结拜的兄弟肖某提前介入，搜集相关信息后，在投标
中引用，并顺利中标。为感谢黄红军，肖某先后 3 次送给黄红
军7万元。7月8日，禄劝县法院公开审理了黄红军受贿案。

先后3次受贿7万元

2015 年 11 月，禄劝县打造“智慧禄劝、平安禄劝”视频监
控系统项目，禄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讯中队副中队长黄红
军在视频监控系统项目的协调和建设中，利用职务便利，先
后 3 次收受昆明某电子公司负责人肖某 7 万元。

肖某的公司专门做视频监控系统，2014 年，肖某在禄劝
县做一些商铺连网系统时认识了禄劝县公安局民警黄红军，
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时间久了，两人相处得如兄弟一样，肖
某还称黄红军为大哥。

黄红军说，他从派出所调到禄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任通
讯中队副中队长，分管视频监控系统。2015 年，禄劝县公安
局要做一套视频监控系统，需要搜集禄劝县各乡镇的数据，
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肖某，但这个项目要通过招投标，再确
定哪家公司做。

肖某得知这个情况后，专门到禄劝县公安局办公室找到
黄红军，两人在交流后，肖某将黄红军喊到办公室楼顶一个
露台处，送了 1 万元给黄红军。当时，黄红军顺势就收下了。

过了一段时间，黄红军带着肖某到禄劝县各乡镇搜集数
据，这个数据对于打造“智慧禄劝、平安禄劝”很关键，肖某相
当于提前介入了工作。肖某的公司在投标书中，正好引用了
这些数据，果然，公司中标，顺利拿下这个项目。

“他（肖某）在禄劝做监控系统的时候，有一次饭桌上认
识的，我跟他关系处得不错，处得像兄弟一样。我的经济条
件有限，还要还按揭贷款，我就以妻子投资做生意为名，向他
要了 5 万元。”2018 年春节前，黄红军找到肖某说：“我妻子生
意上需要一点钱，希望帮我一把。”

肖某明白了黄红军的意思，就安排老婆向黄红军转了 5
万元。肖某后来向办案机关说，项目做好后，禄劝县公安局
一直没有付款。因为后期付款还得黄红军帮忙协调，所以他
又送了 1 万元给黄红军。后来，肖某因涉嫌其他问题，被办
案机关带走，供出向黄红军行贿的事实。

案发后，黄红军主动退赃 7 万元到办案机关。

所收的钱都用在家庭开销

公诉机关指控：黄红军在“智慧禄劝、平安禄劝”视频监
控系统项目的协调和建设中，利用职务便利，先后 3 次收受
昆明某电子公司负责人肖某 7 万元。

法庭上，黄红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没有意
见。他说，由于自己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需要还按揭贷款，
所收的这些钱都用在家庭开销，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罚。

本案将择日宣判。 （春城）

宁夏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陈淑惠受贿500余万元获刑10年

节假日成敛财“黄金期”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