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海

2018.2.12

透视案例

责编/徐敏敏 主任/关海宇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公交车上猥亵行凶
男子获刑 14 年

被告人刘某出庭

事件
男子猥亵女乘客后掏刀伤人
去年 7 月 17 日 8 时许左右，在通
州区 582 路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猥亵
一名女子，女子与男子发生争执。有
目击者称，男子被抓了现行后，觉得
脸上挂不住，恼羞成怒拿出一把刀将
女子刺伤，一旁年轻力壮的乘客见状
立即上前。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记
录下了当时的事发经过，男子持刀将
女子扎伤时，两名男乘客挺身而出，
将男子控制住，全程不过 10 秒钟左
右。此后，警方将行凶者抓获。
据了解，受害者宫女士是一名公
司白领，平日上下班都会乘坐 582 路
公交车。事发当天下午，通州警方通
报称，在通州区梨园地区一公交车
上，一男子持水果刀扎伤一名女子，
被司机和乘客当场控制。接报警后，
通州警方迅速部署警力赶赴现场将
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庭审
男子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刘某今年 27 岁，他说，自己五六
岁时父母闹离婚后分别离开家，此后
他一直跟爷爷奶奶长大，爷爷奶奶离
世后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并于 2010
年到北京打工。
检方起诉称，刘某因手摸被害人

宫女士臀部一事而与宫女士发生争
执，后持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宫女士
的颈部、扎宫女士的背部等处，致宫
女士颈内静脉破裂、肺破裂、失血性
休克等伤。经鉴定，宫女士身体所受
损伤属于重伤二级。检方认为，被告
人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应当
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案开庭时，公诉人出具了被害
人宫女士的证言。宫女士说，当时她
站在车后部，
“ 我感觉有人从身后过
去用手指顶了我的屁股，我就向左看
了一眼，过了半分钟，男子从座位上
起来向车前部走，经过我身边时，感
觉他又用手摸了我屁股。我特别生
气，就上前踹了他两脚，抽了他一个
嘴巴。看见他一直在瞪着我后，我就
掏出手机拍他，说要报警，因为他瞪
着我的眼神挺恐怖的”。
在法庭上，刘某说自己不是故意
杀人，而是属于正当防卫。他称自己
并没有猥亵宫女士，直到法庭当庭播
放了公交车上的录像，他才承认了自
己的猥亵行为。

判决
被告人一审获刑 14 年
据了解，在公安部门侦查阶段，
对刘某的精神进行了鉴定。结果显
示，
刘某完全正常，不存在精神问题。
2 月 7 日上午，通州区法院对此
案一审宣判。法院认为，刘某无视法
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
关于刘某辩称其无杀人故意的
辩解意见，经法院调查，刘某与宫女
士发生争执被人劝开后，突然从随身
携带的包内掏出水果刀，左手从后面
勒住宫女士颈部，右手持刀割宫女士
咽喉、扎刺宫女士身体数下，足以反
映出其主观上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
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鉴于刘某在着手实施故意杀人
的犯罪行为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
能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
既遂犯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方全部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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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莫焕晶被判死刑
2 月 9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莫焕晶放
火、盗窃一案，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莫焕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二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
判决认定：被告人莫焕晶为躲赌债于 2015 年外出打工。2016 年
9 月，莫焕晶经中介应聘到朱小贞、林生斌夫妇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蓝
色钱江公寓家中从事住家保姆工作。2017 年 3 月至 6 月 21 日，莫焕
晶为筹集赌资，多次窃取朱小贞家中的金器、手表等物品进行典当、
抵押，得款 18 万余元，至案发时，尚有价值 19.8 万余元的物品未被赎
回。其间，莫焕晶还以老家买房为借口向朱小贞借款 11.4 万元。上
述款项均被莫焕晶用于赌博挥霍一空。
同年6月21日晚至次日凌晨，
被告人莫焕晶用手机上网赌博，
输光
了6万余元钱款，
包括当晚偷窃朱小贞家一块手表典当所得赃款3.75万
元。为继续筹集赌资，
其决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骗取朱小贞的感激
以便再向朱小贞借钱。6月22日4时55分，
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引
燃客厅沙发、
窗帘等易燃物品，
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造成屋内的被害人朱
小贞及其3名未成年子女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判决认为，
被告人莫焕晶在高层住宅内故意使用打火机点燃易燃
物引发火灾，
造成 4 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莫
焕晶还在从事住家保姆工作期间，
多次盗窃雇主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莫焕晶所犯罪名成立。莫焕晶犯有
两罪，
应依法并罚。莫焕晶于凌晨时分故意在高层住宅内放火，
导致 4
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犯罪动机卑劣、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严重危害
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虽然莫焕晶归案后能坦
白放火罪行，
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莫焕晶归案后主动交代公安机
关尚未掌握的盗窃罪行，
系自首，
对其所犯盗窃罪可予从轻处罚。

检察官：遭遇猥亵拍视频留证

去年 7 月 17 日，在北京市通州区
582 路公交车上，男子刘某猥亵乘客
宫女士，宫女士与刘某发生争执后，
刘某持刀将宫女士刺伤，随后被同车
乘客及警方制服。2018 年 2 月 7 日上
午，通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一审宣
判，被告人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
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并
赔偿被害人宫女士 7 万余元。宣判
后，刘某表示不上诉。
2 月 7 日，
宫女士丈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宫女士伤势恢复良
好，
已经恢复工作，
但仍比较抗拒乘坐
公交车。而事发时见义勇为的两名乘
客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表彰，但他们
认为，
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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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以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并
赔偿被害人宫女士 7 万余元。宣判
后，
刘某表示不上诉。

提示
遭遇猥亵可拍视频留证
记者采访了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承
办本案的检察官熊志强。熊志强说，
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犯罪嫌疑人刘
某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猥亵行为。刘某
称自己事发时经过宫女士身边是为了
到公交车前面找座位，但事发时候的
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前面并没有座
位。监控录像还显示，刘某在经过宫
女士身边时，
有一系列的反常举动，
比
如坐到座位上没多久又站起来往前
走，经过被害人身边时突然有个侧身
动作，而且刘某本来是左手拿包右手
空着，
但经过宫女士身边的时候，
突然
变成右手拿包左手空着。对于自己的
这些行为，
刘某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通过审查监控录像、听取被害人
的陈述以及刘某本人的说法等，结合
一系列细节，检方最终认定，刘某实
施了猥亵行为被宫女士斥责后，进而
拿刀伤害宫女士。
对于本案，熊志强表示，猥亵行
为不等于猥亵犯罪，
“ 就比如不是所
有的偷东西都构成盗窃罪一样”。而
本案前期的暴力胁迫程度还达不到
构成强制猥亵罪的标准，但是刘某的
猥亵行为是本案的起因，在量刑上会
有体现，
系从重情节。
熊志强称，公交车上发生的猥亵
案件往往取证比较难，因为猥亵行为
一般非常隐蔽，很少有监控录像能恰
好拍到具体的猥亵行为，现场的其他
人员也比较难以发现。在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时，如果遭遇到猥亵，受害
人应当大声呼救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并迅速报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拍下视频，留存证据。另外，如果跟
对方发生了冲突，为保证自己的人身
安全，应注意尽量不要激怒对方，尽
快离开现场，
避免人身受到伤害。
据《北京青年报》

江苏连云港一起非法经营疫苗案宣判

“疫苗贩子”
被判5年6个月
近日，由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宗仁洪非法经营疫苗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宗仁洪犯非法经营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此案为山东省非法疫
苗案系列关联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据悉，自称某医药公司业务员的宗仁洪是灌云县一名“疫苗贩
子”。2013 年以前，宗仁洪在当地经营一间保健品门市，主要销售保
健器械、减肥胶囊等。后因效益不佳，宗仁洪在无任何药品经营资质
情况下开始倒卖各类疫苗。
宗仁洪利用自己曾做过医药代表，与当地及周边乡镇卫生机构
医护人员熟悉的关系，通过电话、QQ、宣传单等方式，联络多名疫苗
非法经营人员。他以比正规渠道疫苗便宜 50%至 60%的价格向外推
销，然后根据下游买家订单，通过 QQ 群联系上游卖家发货。宗仁洪
收到上家发来的疫苗后，再把疫苗重新包装，通过快递、客运带货等
方式加价发给买家，从中倒卖牟利。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宗仁洪多次与山东省的庞红卫等多
人进行交易，先后购买并销售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狂犬疫苗等多种
疫苗，非法经营数额共计 87 万余元。案发后，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侦
破工作，
宗仁洪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向灌云县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16 年 12 月 16 日，
灌云县检察院以宗仁洪犯非法经营罪向灌云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7 年 5 月 5 日，
灌云县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宗仁
洪非法经营疫苗案。日前，法院认定宗仁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
徒刑5年6个月，
并处罚金30万元。宗仁洪当庭表示认罪不上诉。

广东河源“毒食品”案

13名嫌疑人被批捕
2 月 8 日，致 3 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广东省河源市“11·23”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有了最新进展: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依
法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李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批
准逮捕。
2017 年 8 月中旬，犯罪嫌疑人李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河南省安
阳市文峰区设立制作假酒工厂，
向犯罪嫌疑人孟某采购没有任何检验
报告的酒精，
聘用其他犯罪嫌疑人大肆在制假窝点生产假酒。9 月至
11 月，
共制造假酒 5 批次 940 箱左右。深圳某酒业公司股东肖某等人，
在明知生产假酒的情况下，
向李某
“投资”
，
共同销售获取利润分成。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23 日，在犯罪嫌疑人杨某的酒吧内，多名顾
客饮用了其采购的“菲朗氏调配威士忌”
“ 法利雅调配威士忌”假酒
后，出现甲醇中毒症状，造成 3 人中毒死亡。案发后，河源市公安机
关陆续将李某等 26 名涉案人员抓获归案。12 月 25 日，源城公安分
局以李某等 13 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请批准逮捕，源
城区检察院于 12 月 29 日对这 13 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对其余涉
案人员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