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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11月 7日电 继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再审案件于 2019年 10
月 14日开庭审理后，11月 6日至 7日，云南
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孙小果等
1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等犯罪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
人孙小果于 1994 年、1997 年因犯罪两次被
判刑，特别是 1997 年犯强奸罪、故意伤害
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寻衅滋事罪，在社会
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孙小果出狱后，网罗
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以昆明市
五华区国防路的昆都M2酒吧为依托，逐步
形成了以被告人孙小果为组织者、领导者，
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光为积极参加
者，冯俊逸、赵捷、王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
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开设赌

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斗
殴、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及其他违法行
为，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管理秩序。

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
加诉讼。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
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2 名鉴定人出
庭作证，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曹靖、王子
谦等 4 人当庭认罪认罚。法庭依法保障了
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和群众
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同时获悉，11 月 6 日，玉溪市江川
区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李
爽等 22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以涉嫌开设赌
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
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

新华社 11月 7日电 日前，太原铁路
警方破获一起列车财物被盗案件。在由
太原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一个行李箱不翼
而飞，铁警最终在千里之外的苏州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并帮乘客挽回了经济损失。

10 月 25 日 13 时 40 分，由太原开往上
海的K374次列车运行将至苏州站时，乘警
李浩接到旅客朱某报案称：其放置于两节
车厢连接处的行李箱丢失，行李箱内装有
西装、衬衫等服装 30 余件套，均为其公司
为客户私人定制的样板服，价格十分昂
贵，保守估计案值超十万元。

接到报警后，太原铁路公安处乘警支
队立即组织警力展开车上、线下立体式侦
查。经查，这名旅客在无锡站上车后，将
行李箱离身放置，因乘车距离较短，其便

进入车厢内找到空座位坐下。13时 30分，
列车即将抵达苏州站，受害人朱某准备下
车时才发现行李箱丢失。

侦查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并在蚌
埠铁路警方的协助下最终确定，44岁的安
徽蚌埠籍男子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10
月 29 日 15 时许，侦查员将蒋某依法传唤
至其打工所在地的苏州车站派出所进行
询问。在证据面前，蒋某供认：10 月 25 日
其乘坐K374次列车从固镇前往苏州，下车
时看到车厢连接处有一个黑色行李箱，见
财起意的他将这个黑色行李箱“顺手”带
走。但看到行李箱内的各式西装后，蒋某
自知价值不菲，内心惊恐，但为时已晚。

目前，这个案件正按法定程序进一步
办理中。

顺走一行李箱服装
男子面临牢狱之灾

新华社南京 11月 7日电 近来，一波
“炒鞋热”汹涌来袭，各种限量款、联名款、
最新款球鞋“炒”出天价，一双鞋动辄几千
甚至上万元。在“买到即是赚到”的诱惑
下，不少人不顾风险跃跃欲试，却不知一
些不法分子早已设好各种套路，正等着他
们掉进陷阱。南京市公安局 6日发布三起
诈骗案例，详解其中套路，提醒球鞋收藏

“发烧友”警惕“炒鞋热”背后的陷阱。
案例一：在南京江宁上学的学生卢

某，是一名狂热的球鞋收藏“发烧友”。今
年 3 月初加入一个限量版球鞋销售交流
群。群内网友活跃，很多人都向群主买了
鞋，还表示收到货，经鉴定确认为正品。
于是卢某也放下戒备心，3 个月内累计汇
给对方 38 万元买鞋。不想只有前两单收
到鞋，之后对方以海关检查等各种理由推
迟发货，最后干脆将其“拉黑”。

案例二：在校大学生小吴，在赚大钱的
诱惑下轻信微信朋友圈的广告，意图通过
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购 5双AIR
JORDAN一代球鞋，结果却被以各种借口骗
走定金、支付款、垫付款共计2.7万元。

案例三：南京市栖霞区居民小王酷爱

打篮球，同时也是一名篮球鞋收藏“发烧
友”，有自己钟爱的品牌。不久前，他浏览
网贴，看到有人发帖说囤有他心仪的品牌
篮球鞋，决心先入手一双，如果没问题，再
囤几双，大赚一笔。不想，对方收了 1000
多元定金后，再没了回音。

办案民警说，第一个案例中，那些“活
跃的网友”其实是“水军”。他们会组建若
干个“炒鞋群”，每天发布“炒鞋”拿货成功
的“讯息”，对新入群的“小白”进行洗脑。
第二个案例中，那个“海外留学生”压根就
不在国外，并通过一人“分饰多角”的方
式，先后扮演“留学生”“美国发货人”“垫
款人”，逐步打消受害人的疑虑。第三个
案例则相对直接，就是利用“发烧友”急切
心理实施诈骗。“炒鞋热”还催生了一系列
乱象，比如球鞋抢票软件、球鞋内幕交易、
假鞋产业等等。

南京警方提醒，“炒鞋”本质上是一种
饥饿营销，背后暗藏套路，有推波助澜的

“庄家”，有风口浪尖捞油水的“散户”，有套
路高深的“骗子”，最后骗的都是不懂装懂
的“萌新”。南京警方呼吁广大消费者保持
理性消费，小心成为他人收割的“韭菜”。

警惕“炒鞋热”背后的陷阱

新华社石家庄 11月 7日电 7 日，河
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邢台市人民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勇、蒋菊华贩卖、制
造毒品，被告人王凤玺、夏增玺等 7 人贩
卖毒品一案依法公开宣判。该院一审判
决刘勇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 5月，被告人蒋菊华与被告人刘勇
共谋，由刘勇根据蒋菊华提供的芬太尼
CAS号研制出芬太尼后，再由蒋菊华负责
联系客户贩卖，蒋菊华还为刘勇研制芬太
尼提供五万元资金。2017 年 10 月，蒋菊
华以 5900 元向被告人王凤玺、夏增玺销
售刘勇生产的芬太尼 285.08 克。2017 年
12月 5日，侦查机关在刘勇常州租用的实
验室查扣用于生产芬太尼的设备、原料及
生产的各种产品，其中查扣芬太尼 5017.8
克、去甲西泮 3383.16 克、地西泮 41.9 克、
阿普唑仑 5012.96 克；查扣刘勇在上海市
租住处存放的芬太尼 6554.6 克和其他化
学品及原料。

2016 年 11 月以来，被告人王凤玺和
夏增玺相继成立汤神科技生物有限公司
和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被告人杨
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等人为业务
员，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贩卖毒品。王凤
玺、夏增玺先后从被告人蒋菊华处购买前
述芬太尼 285.08 克、从被告人杨行处以
22000元的价格购买阿普唑仑 991.2克，并
寻找购买呋喃芬太尼等其他毒品。案发
后，侦查机关查扣了王凤玺拟通过上海快
递邮寄的芬太尼 211.69 克、呋喃芬太尼
25.30 克、阿普唑仑 991.2 克等毒品；从杨
江萃处查扣了王凤玺存放的剩余芬太尼
73.39克、呋喃芬太尼 14.23克、4－氯甲卡
西酮 8.33 克、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
1920.12 克等毒品；从杨行住处查扣阿普
唑仑 6717.4克。

综上，被告人刘勇、蒋菊华共同贩卖、
制 造 芬 太 尼 11857.48 克 、去 甲 西 泮
3383.16 克 、地 西 泮 41.9 克 、阿 普 唑 仑
5012.96 克。被告人王凤玺和夏增玺共同
贩卖芬太尼 285.08 克、呋喃芬太尼 39.53

克、阿普唑仑 991.2 克、3，4－亚甲二氧基
乙卡西酮 1920.12 克、4－氯甲卡西酮 8.33
克。被告人杨行贩卖阿普唑仑 7708.6克。

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勇犯贩卖、制
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蒋菊华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凤玺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夏增
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杨行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被告人杨江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
张军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被告人梁丁丁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于淼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二万元；对侦查机关扣押的涉案毒品、原
料及工具，依法予以没收；对各被告人的
违法所得，依法追缴。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
勇与蒋菊华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共谋
制造芬太尼等毒品并贩卖，蒋菊华除为刘
勇制造芬太尼提供信息和部分资金外，还
直接联系贩卖芬太尼，两名被告人的行为
均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且贩卖、制造毒
品数量大，二人均系主犯，但蒋菊华在共同
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小。被告人王凤玺、
夏增玺、杨行、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
淼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明知是毒品而
贩卖或帮助贩卖，其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
罪。王凤玺系主犯，但具有坦白、立功情
节；夏增玺系从犯；杨江萃、张军红、梁丁
丁、于淼仅参与少量毒品犯罪，又系从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各
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危
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近亲属、媒体记者和社会各界
群众旁听了庭审。

孙小果案公开开庭审理

刘勇等九被告人
贩卖制造毒品案一审宣判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111月月77日拍摄的庭审现场日拍摄的庭审现场。。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 记者 7 日从
公安部获悉，近日，按照中蒙两国就联合
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成的共识，
蒙古国执法部门查获一批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并将其中 759
人遣返回我国。

11月 7日 12时许，在公安部统一组织
指挥下，内蒙古、江苏两地公安机关将上
述 犯 罪 嫌 疑 人 通 过 火 车 押 解 至 江 苏 南
京。这是今年以来，我公安机关开展国际
警务执法合作，查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数量最多的一次，有力震慑了此类违

法犯罪活动。
今年 9 月以来，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团伙头目召集、带领人员分批赴蒙古国
乌兰巴托市，藏匿在酒店内对我国民众实
施诈骗，诈骗手法包括网络交友诱导投
资赌博诈骗和荐股诈骗。10 月 29 日，蒙
古国执法部门按照今年 5月份中蒙两国就
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成的
共识，在乌兰巴托的 4 家酒店内查获 790
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
人，缴获近千台电脑和数千部手机等作
案工具。

759名电诈嫌犯被遣返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