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手续强拆他人房屋，捕！
检察院办案同时帮被害人拿到补偿

本报讯!记者其其格 范德银 通讯员王谦 国亚男" 农历新

年前夕! 房屋被非法拆除的被害人侯某拿到了
!""

万元补偿款"日

前! 侯某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检察院表达自

己的感谢之情"

!#$%

年
$&

月
'

日!侯某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位于海拉尔区的一

处房子被推倒了"该房屋面积
!$(

平方米!系砖瓦结构"

$&

月
!(

日!公

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于某#多某等
%

人抓获归案!并上网追逃犯罪嫌

疑人范某"

$!

月
$!

日!范某落网"经查!范某原为海拉尔区某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此单位负责协调拆迁相关问题"之前范某找侯某协调未果!

便擅自雇用铲车司机多某等人强制拆除了侯某的牛舍和房子"

!&$%

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将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的范某等
'

人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范某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的前提下!强制拆除他人房屋!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涉嫌故意毁坏

财物罪!于某等
%

人均为临时受雇于范某!且是在范某告知其是拆迁

办人员#有合法拆迁手续的情况下才去拆毁被害人的房屋!是否故意

毁坏他人财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对范某予以批捕!对于某等
%

人不予批捕"

为切实帮助被害人解决问题!海拉尔区检察院在办案之余!多次

与开发商沟通协调"春节前一天!开发商将
!""

万元补偿款一次性补

偿给了侯某"

玩忽职守致人盗采稀土80吨
福建连城2名政府工作人员被宣告缓刑

本报讯!通讯员黄建攀" 在负责监管#巡查辖区稀土开采情况

期间!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价值达
$)&&

余万元的稀土矿产资源被

破坏"近日!经福建省连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

别判处被告人廖松生#吴务熙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和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廖松生#吴务熙本是连城县莒溪镇政府派驻该镇梅村头村的包村

工作队队长及成员!负有监管#巡查辖区稀土开采情况的职责"

!&$%

年
!

月!连城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赖元树涉嫌非法开采稀

土一案中发现!该案作案时间近半年!案值才
$!*+

万元!且嫌疑人只

有一人!但从采矿现场来看!案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为此!该院立即对

已经取保候审的赖元树重新批准逮捕! 建议公安机关更换承办人成

立专案组彻查此案!同时依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并要求反渎部门深

入摸排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经查!该案系由赖元树一人$顶罪%的案件"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梅村头村村主任赖元树#村

支书赖百成等
$,

人出资
$&&&

余万元! 擅自在梅村头村的吉坑自然

村水尾山场开采稀土矿!破坏山体
!

座!盗采稀土
"&

余吨"

!&$%

年
"

月!经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重新鉴定!被破坏的稀土矿矿产资源价值为

$)&&

余万元"该院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追诉通知书!目前上述
$,

人

已到案
$&

人!该院对其中
!

人已向法院提起公诉!赖元树已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

年
)

月!在上级院的督办和指导下!该院反渎部门深挖细

查!认为廖松生#吴务熙对上述非法采矿行为负有失察之责!遂依法

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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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停车场是否属法律意义上的道路？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辛霞 王宁

位于黄海之滨的山东烟台港

客运站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客

运站的大型停车场系烟台至大连

客滚业务的主要通道! 每天等待

上船的重型货车# 港内上下轮渡

的乘客都在这里汇合!熙熙攘攘!

一度出现了人车混行的混乱局

面"近日!记者在这里却看到了另

一幅景象&行人与货车各行其道#

错峰进出港! 还专门设置了严禁

酒后驾驶的警示标志! 通行秩序

井然"$这一变化缘于烟台市芝罘

区检察院的一份检察建议"%客运

站负责人说"

停车场里醉驾被判拘役

年逾五旬的李某是一名重

型货车司机!有时候他将货车停

在烟台港客运站的停车场!趁等

待上船的功夫出去吃饭!顺便喝

点酒!待酒足饭饱后再驾驶货车

从停车场进入船舱"

去年
"

月的一天!李某酒后

开车!准备从港口停车场到船舱

时!烟台港公安局交警例行检查

发现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0

!遂将其以涉嫌

危险驾驶罪刑事拘留"在之后的

审查中!烟台港客运站的停车场

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道路引

起了较大争议 "于是 !公安机关

请求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提前

介入此案"

芝罘区检察院检察官调查后

认为! 烟台港客运站的停车场允

许在港内上船的货车及乘客通

行! 社会车辆经过门岗登记后也

可进入! 这说明其是允许公众通

行的场所"为让证据更加充分!办

案检察官与公安部门还调取了公

安部和烟台市的相关规范性文

件! 证实该停车场应被纳入道路

交通管理范围! 适用交通法规管

理! 在该停车场内醉酒驾驶应以

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

!&$%

年
$&

月! 李某因犯危

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二个

月! 并处罚金
!&&&

元" 面对铁

证!他心服口服"

共识催生新办案机制

案子结了! 公安机关又提出

一个问题&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

是拘役!不符合逮捕条件"由于在

拘留期限内很难将案件办结!实

践中通常对嫌疑人采用取保候审

的强制措施" 但客运站停车场内

涉嫌危险驾驶的司机多数为外地

人!人员流动性很大!取保候审后

嫌疑人传唤不到案怎么办'

对此!芝罘区检察院主动牵

头区公安# 法院召开联席会议!

就该停车场内危险驾驶案件的

证据固定#对当事人强制措施的

适用#公安机关内部案件办理程

序衔接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形成联动办理类案的新机制"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达成一

致意见 &一方面 !对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 #嫌疑人认罪

的案件!公安机关从快移送至检

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自受理后

十日内诉至法院!法院从快审理

判决!避免拖延办案期限导致嫌

疑人无法传唤到案" 另一方面!

建议公安机关对危险驾驶嫌疑

人采取保证人取保候审的方式!

要求保证人在烟台市有固定住

所 #固定职业 !有能力承担保证

责任!以确保诉讼过程中嫌疑人

能够随传随到"

检察建议让港站秩序

有了新面貌

结合办案!检察官深入调研

发现! 为缓解长途驾车的疲劳!

很多司机在该停车场内停车等

待上船的时候!都会顺便吃饭喝

酒 !他们普遍认为 $不出停车场

就没什么大碍%" 但停车场内人

员密集 #人车混行 !因酒后驾车

造成剐蹭#损坏公共设施的现象

屡见不鲜"由于之前对此类酒后

驾车行为的惩罚多以行政罚款#

赔偿损失为主!导致很多司机不

以为然!交警部门颇感头疼"

就此! 芝罘区检察院向烟台

港客运公司发出 $关于规范港口

停车场管理秩序的检察建议%!去

年末又主动与涉案单位沟通!督

促#协助其整改落实"烟台港客运

公司组织停车场相关负责人学习

研究检察建议!逐条对照整改!对

停车场秩序进行了专项整治"

此外!当地公检法等部门还

联手在烟台港内进行法制宣传

教育 ! 提高过往司机的法律意

识!并在停车场内设置了严禁酒

后驾驶的警示标志!通过机动车

出入口与行人出入口分离等措

施保证行人与机动车各行其道#

错峰进出港 "同时 !加大对停车

场内酒驾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目前!港

站的秩序已有了很大改观"

郭山泽
!

漫画

一场假冒名牌商标的生财梦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方锵 施锋

将非法印制的知名品牌$红

豆%家纺商标标识配套使用在自

己生产的被子上!然后再销售给

红豆集团公司的代理商 # 经销

商! 非法经营额达
$&&

多万元"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法院

一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

告人尤良才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
,'

万元"

$&

多年前!尤良才成为红豆

集团公司的二级经销商 "

!&$$

年!决心单干的他到南通创办金

柒家纺厂!并正式注册了金柒商

标 "因家纺市场竞争激烈 !金柒

家纺厂很快陷入困境" 这时!几

个老朋友打来电话!询问尤良才

能否帮忙生产一些知名品牌的

家纺用品用来搞促销"尤良才没

敢答应他们 !却顿时 $开了窍 %!

决定将自己生产的家纺产品挂

上$红豆%的商标一起销售"

!&$!

年
$

月!尤良才找到一

个专门贩卖商标标识的人! 以
,

毛钱一套的价格!购买了$红豆%

彩色斜标 #彩色洗标 #黑白洗标

共五六百套!然后贴在自己生产

的家纺产品上进行销售" 很快!

这些假$红豆%产品被抢购一空"

尝到甜头后!尤良才开始在

控制成本上动脑筋 " 鉴于购买

$红豆%商标标识比较贵!他找到

一个开印刷厂的浙江老乡!谈妥

以不到
!

毛钱一套的价格印刷

$红豆% 商标"

!&$!

年
)

月至
$&

月!他们共印制
$

万多套$红豆%

商标标识!全部配套使用在尤良

才生产的被子上"

为打开销路!尤良才盯上了

红豆集团的代理商和经销商"

红豆集团每年都在无锡举行

两次订货会! 尤良才每次都以公

司二级经销商的身份参加! 并千

方百计地和各级代理商# 经销商

套近乎!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之

后!他积极联系!通过请客吃饭#实

地参观旅游等方式! 说服他们私

下订购其生产的假冒$红豆%产品"

由于尤良才生产的家居用被

质量不算差!加上
(&1

的订购者都

是$红豆%的代理商和经销商!他们

往往将这些假冒的产品放在 $红

豆% 家纺的门店中作为赠品优惠

促销! 这种鱼目混珠的生产销售

模式一直没有被红豆集团发现"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红豆%

代理商和经销商$慕名而来%!来

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尤

良才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2!

年底!南通质监部门对

辖区内的家纺企业进行例行检

查!发现金柒家纺厂内有大量假

冒$红豆%商品!遂依法将案件移

交公安机关查处"尤良才随后主

动投案自首"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

年

!

月至同年
$&

月!尤良才将
%

万

多条假冒$红豆%被子!销售给北

京#重庆#广西 #贵州 #吉林等全

国二十多个地区的 $红豆 %代理

商# 经销商! 销售货款总计
$&&

余万元!净利润达
!&

多万元"

!&$%

年
$!

月
!)

日!南通市

通州区检察院将尤良才提起公

诉" 为促使更多企业守法经营!

在该院建议下!法院在南通国际

家纺城开庭审理此案并进行了

网络直播"

庭审结束后!通州区检察院

会同法院向红豆集团发出司法

建议!建议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

护 !尤其是对代理商 #经销商的

信息要严格保密 ( 加强对代理

商#经销商的资格审查和市场督

察! 一旦发现违反相关协议的!

取消资格并处以罚款!对于严重

违法行为要及时举报"

以出售宅基地为名诈骗他人
海南海口一村支书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陈丽艳" 身为村支书!不仅将争

议地谎称为宅基地出售#骗取
$+

人的
$)3!

万元$押金%!还以帮忙购

买出厂价白糖为名骗取他人
%

万元" 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法院近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运钦有期徒刑四年零九

个月!并处罚金
,&&&

元"

!&2&

年
+

月!时任琼山区龙塘镇龙光村村支书的周运钦!带着

李家全等人到龙塘镇一处约
2+&

亩的争议地处! 谎称政府要在这儿

搞新农村建设!欲将该土地作为宅基地出售"周运钦称购买该土地需

要交纳押金办理土地使用证和宅基地证!收取了李家全等
2+

人共计

2)4!

万元!之后全部用于其个人花费"

!#22

年
2

月
!(

日! 周运钦谎称自己可以从琼山区龙塘糖厂购

买到出厂价的白糖!李亚琼信以为真!想要购买
2#

万元的白糖"第二

天!李亚琼按照周运钦的要求!将
%

万元转账给周运钦" 周运钦收到钱

后又用于个人花费! 一直未帮助李

亚琼购买白糖"

广西原刑警酒后枪杀孕妇
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贵港
$

月
"&

日电!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苏勇强" 今天下

午!广西平南县原刑警胡平酒后枪杀孕妇案!本报
!#2'

年
!

月
2'

日

曾报道"在贵港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平犯故意杀人罪被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

失
+*%

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平当庭提出了上诉"

复旦投毒案判决考验谁
□李曙明

距离事发将近
2

年#备受关

注的 $复旦投毒案 %将于今天在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宣判&

!

月
2+

日'成都商报(报道#被害

人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表示#如果

一审判决结果不是死刑#他肯定

会提起抗诉&关于后续民事赔偿

问题#$以后再谈%&

首先要说的是#'成都商报(

的表述有问题)被害人亲属只有

抗诉请求权# 而无权提起抗诉&

而抗诉请求权#并非一定能得到

检察机关支持 !刑事诉讼法第

!2"

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

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

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

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

并且答复请求人&&

从被害人亲属对民事赔偿

$以后再谈%的态度看#他们并不

准备将量刑和民事赔偿$混为一

谈%&被告人林森浩的命运#才是

他们最为关心的& 作为局外人#

笔者能理解他们希望严惩凶手

的心情 # 也尊重他们的这一选

择&

不能完全排除无期徒刑甚

至更轻缓刑罚的可能# 不过#从

媒体披露的本案犯罪事实看#一

审判决最大可能是两个)死刑立

即执行 '下称死刑 &和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下称死缓&&在我国刑

罚体系中# 死缓并非独立刑种#

只是死刑的一种执行的方式#但

从法律后果看#死刑和死缓却有

$天壤之别%&如果林森浩最后获

刑是死缓 #他的亲属或有 $逃出

生天 %的惊喜 #而被害人的亲属

一定不满意&

不要说当事方了#围绕死刑

还是死缓#即便网友也分化成两

派)$杀人了就必须偿命%# 这是

一派*$判个死缓算了#故意杀人

的确可恨# 但并非非杀不可&就

让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好了%#这是另一派&两派争论不

可开交也预示着# 无论怎么判#

判决都注定会被吐槽&

公众吐槽的$强度%#取决于

判决书的$说理%程度&如果一审

判决是死刑 #那么 #请在判决书

中告诉被告人 +被害人 +他们的

亲属以及所有关心这一案件的

公众 #他为何不可宽宥 *如果结

果是被告人得以保命#那也请在

判决书中说明 # 他为何可以不

死 &只要把其中道理说清 #吐槽

的声音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会

弱很多&所以#复旦投毒案判决#

首先是对法院+法官的考验&

其次 #是对被告人 +被害人

及其亲属的考验&判决结果注定

会让某一方不满意 #此时 #被告

方上诉+被害方请求检察机关抗

诉 #是他们法定的权利 #任何人

不可剥夺 & 但早两年的药家鑫

案 #去年的李某某案 #为了得到

自己理想中诉讼结果#部分人用

了一些$盘外招%#虽然判决结果

未必 $跑偏%# 却一再误导了公

众 &法律问题 #能否在法律框架

内解决#这是对他们的考验&

最后#也是对公众法治理性

的考验& 公众有权监督司法#有

权对判决结果$说三道四%#但这

种监督须以法律说话#以法治理

性为前提 &对于媒体来说 #尤其

需要注意这点 & 部分人或许会

$语出惊人%#利害关系方更可能

因为情绪激动而$口不择言%#此

时 # 如果媒体报道时 $有闻必

录%#表面看是忠于事实#但不理

性的声音却可能导致司法被$绑

架%& 这方面教训# 之前已有不

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