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汉等涉黑案进入法庭辩论
新华社湖北咸宁

!

月
"#

日电 !记者杨维汉 邹伟 李鹏翔"

刘汉!刘维等
!"

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

意杀人罪等案件
#$

日下午继续在湖北省咸宁市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刘汉等
#%

人案进入法庭辩论"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公诉人宣读了

公诉意见书#就本案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性处理发表了意见"公

诉人指出#公诉人当庭出示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足

以证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及辩护人对事实的质疑不能成

立"被告人刘汉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

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被告人对是否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明知#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公诉人还就被告人刘

汉指使!授意他人实施了杀害王永成的案件#其他个案与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关系问题#案件分案审理程序正当等#发表了公诉意见"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刘汉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被告人唐先兵!刘小平!孙华君!缪军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

者"被告人刘岗!李波!车大勇!仇德峰!肖永红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一

般参加者"刘汉等
#%

名被告人均一人犯数罪#均应数罪并罚"被告单

位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应当以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孙华君!缪军有法定的坦白情节#认罪态度

较好#建议对两人从轻处罚"公诉人希望通过本案的公正审理#还法

律以尊严#还人民以公道#还社会以正气"

被告人刘汉结合个人经历#做了
#&%

分钟的自行辩护"刘汉否认

起诉指控#辩称所有事实!证据不能证实其犯罪$其不存在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做了自行辩护"法庭充分听

取了双方的意见"

部分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群众代表旁

听了庭审"

福建省邵武市检察院青年检察官近日来到该市华光社区少年宫

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为群众解答邻里纠纷$征地补偿等方面的法律

问题#接受法律咨询
#%%

余人次% 林九珍 林清勇摄

千里之外也能查询案件办理情况
郑州中原：阳光检务平台一站式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高传伟 通讯

员周逸" %没想到远在千里之

外也能这么容易地查询案件情

况#真是太方便了&'福建省泉州

市的王先生感慨道" 王先生的儿

子在郑州出差时# 因与人发生争

执将对方打伤# 案件被移送至中

原区检察院审查批捕" 急于了解

案件进展的王先生在电话查询时

却遭遇了%拦路虎'#值班检察官

听不懂闽南语而王先生又不会讲

普通话#隐约猜出其意图后#值班

检察官建议其登录网上一站式

检务中心查询#问题迎刃而解"

'%#!

年
(

月以来#该院打造

了网上一站式检务大厅"登录该

院官网#只需输入联系人!联系电

话!案由等信息#即可提交查询"

除案件查询功能外# 该院一

站式检务大厅还有起诉书查询!未

成年人保护! 检务公开等多项功

能"登录网站#群众只需轻触鼠标

或屏幕#就可完成在实体检务大厅

办理的业务"同时#通过该平台#工

作时间可与检察官在线互动交流#

节假日也可以预约办理业务"

%网上检务中心把办案流程

和能公开的法律文书晒一晒#让

群众看得见!公平公正感受得到"'

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青说"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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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市检察院】

“微讲堂”提升干警素能
本报讯 !通讯员王慧 王静松" 为提升青年干警的思辨能力和

理论知识水平! 日前! 江苏省邳州市检察院专门开办青年干警 "微讲

堂#! 针对干警工作和学习上遇到的新知识$ 新问题进行集中学习和

讨论% &微讲堂# 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下班后! 由该院青年干警担任

主讲人% 每周开讲一次! 时间基本在一小时内! 形式灵活! 既可以是

主讲人谈自己的办案经验和感悟! 也可由听课者就讲课内容进行提问

和争论%

【浦北县检察院】

多媒体查询平台推进“阳光检察”
本报讯!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钟德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

检察院日前启用多媒体&阳光浦检#检务公开查询系统%该系统以触

摸屏连接大屏幕电视架构硬件平台!内容包括本院概况$检务公开$

案件业务流程等菜单选项!无缝与内部信息发布系统相结合%当事人

及办事群众通过在触摸屏上轻点需要查询的内容! 便可了解检察机

关对控告$申诉$举报案件的处理$办理进程$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等

内容%此系统的启用让&阳光检察#变得更便利$更直观$更贴近群众%

【三门峡市检察院】

同步录音录像步入规范化轨道
本报讯!记者吕峰 通讯员胡彬 薛黎明" 河南省三门峡市检

察院近日先后制定了 '同步录音录像操作规范($ '侦查指挥中心

系统功能要求及技术标准( 和 '侦查指挥中心系统使用规定(! 从

技术标准$ 审批流程$ 操作规范$ 文书制作$ 资料保存等方面规

范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保障办案质效% 今年以来! 该院已同步录

音录像
#%

次! 共计
&"

小时
!"

分钟! 运用侦查指挥系统
)(

小时!

为锁定证据$ 指证犯罪$ 保障自侦办案执法效果提供了强有力技

术保障%

“模拟检委会”碰撞思想巧练兵
山东费县：创新举措培养青年业务骨干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朱传广 孙玉丛( %我认为

对盗窃公司财物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本案

中犯罪嫌疑人没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其盗窃财物的目的是为了

折抵工资))'#%我不同意对犯

罪嫌疑人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处

理# 而应当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因为犯罪嫌疑人明知是公司的

财产还实施盗窃#有主观上的故

意#已经构成盗窃罪 "虽然其动

机是折抵工资#但并不影响其行

为的性质))'

&

月
#&

日# 一场别开生面

的 %模拟检委会 ' 在山东省费

县检察院召开 # 出席会议的却

是一群青年干警 " 原来 # 这是

该院青年干警在 %模拟检委会'

讨论一起盗窃公司财物折抵工

资的案件"

据该院专职检委会委员曹

传云介绍 # 针对青年干警比例

大!办案经验不足的实际 #为提

高青年干警业务素质和执法水

平#该院于
'%#!

年
)

月推行%模

拟检委会'"%模拟检委会' 主要

由具有助理检察员身份的侦监!

公诉!反贪 !反渎等业务部门的

#)

名青年干警组成$%模拟检委

会'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先

行进行讨论 #形成意见 #报检委

会备案#并可作为检委会及案件

承办人的参考$ 召开检委会时#

选取
'

至
!

名模拟成员列席检

委会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据悉#为规范%模拟检委会'

议事行为#

'%#&

年
!

月# 该院制

定了*青年干警模拟检委会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 '"#规定

%模拟检委会' 审议议题的范围

包括审查起诉案件!审查逮捕案

件!提请抗诉的刑事案件 !有较

大争议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

型案件和检察长同意讨论的其

他案件等$对%模拟检委会'议事

程序进行了规范#要求由检委会

办公室对承办部门提交%模拟检

委会' 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认

为可以提请 %模拟检委会 '讨论

的#报请检察长决定 #检察长同

意后将案件材料交 %模拟检委

会' 成员进行讨论 $%模拟检委

会'会议由检委会办公室主任主

持#由提交案件的部门介绍案件

情况#%模拟检委会'成员围绕案

件事实!相关证据 !法律适用及

争议焦点等发表自己的观点和

看法#最后形成决议 #为检委会

决策提供参考"

%,模拟检委会- 生动有趣#

提高了我们分析!解决疑难复杂

问题的能力#丰富了实战经验"'

刚参加完%模拟检委会 '的青年

干警裴加英告诉记者"

据悉 #该院自推行 %模拟检

委会'以来 #先后有
#

名青年干

警被评为全省优秀侦查能手称

号#

!

名青年干警被评为%全市十

佳公诉人'# 一批青年干警逐渐

成为该院的办案业务骨干"

重焕生机的秘密

!

本报通讯员 杜 艳

郭筱琦

%我们今天来# 就是想请检

察院的干警今后多给我们上上

廉政课 # 公司的发展需要你们

风险防范的 ,金点子- 啊"' 日

前 #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一家

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来到了该区

检察院 # 向检察官们表达自己

的心声"

原来 # 一年前 # 滨湖区检

察院接到举报称该国有企业内

部有 %蛀虫 ' 后 # 经查证 # 该

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总

监张某 ! 组织发展部经理赵某

利用职务之便 # 虚构公司 %招

聘服务费'

*"

万余元予以侵吞"

两人还收受关联公司回扣 ! 索

贿共计
&(

万余元 "

'%#!

年
"

月 # 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 #

两人均被法院判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结案后 # 检察院就该公司

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一

系列检察建议 . 针对该公司对

下属公司立项 ! 资金审批缺乏

有效监控等问题 # 建议他们加

强纪委作用 # 建立健全内部规

章制度 # 强化制度执行力 # 加

强法制宣传和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 针对公司在人事管理!

工作职责等方面存在的漏洞 #

建议他们严格审批! 审核机制#

实行领导负责制 # 保证国有资

产安全"

三个月后回访时 # 检察官

们欣喜地发现 # 该公司全面梳

理了公司财务资金管理 ! 内部

监督等各项机制 # 通过整改 #

公司经理人的廉洁诚信意识增

强# 预防职务犯罪机制更完善#

之前监管漏洞造成人心涣散的

气氛也一扫而空 # 公司很快就

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安丘市检察院】

打造“四精”自侦品牌
本报讯

&

通讯员冯玉忠 王振国 高学森" 近日!山东省安丘

市检察院推出"四精)自侦工作品牌%其中!"精细自侦)要求将执法办

案的精细化标准渗透到信息收集$ 初查立案$ 侦查突破等每一个环

节*&精致自侦)强调反贪反渎办案一体化$技术与侦查一体化等侦查

协作机制的运转*&精益自侦) 突出自侦干警备勤$ 讯问人员分工管

理$自侦部门与派驻检察室工作衔接等制度的功效*&精彩自侦)体现

在信息化引导侦查工作室$&四级巡查)办案安全机制等创新做法上!

以此推动查办职务犯罪成效%

深山普法
针对非法猎捕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呈多发高发

态势现状# 云南省福贡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深入到该县

左洛底村# 向群众宣传保护濒

危野生动物的法律知识#讲解

和村民切身利益联系密切的法

律法规%

本报记者

肖凤珍 通讯

员周丽芝 穆

建燕摄

让困难在押人员“请”得起律师
福建长乐：法律援助进监区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

员国勇 强航 永秀" %文化

低!不懂法!家又穷#多想有个律

师提供法律帮助&'近日#羁押在

福建省长乐市看守所的杨某#填

写了法律援助申请表后#驻所检

察官将帮他圆梦"

该市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在

监所开展问卷调查#发现超四成

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主因是

家里经济困难"没有律师提供法

律帮助#又恐诉讼权利得不到维

护#在押人员表现出悲观!对抗

等情绪的增多"

摸清情况后# 驻所检察官

提出开展法律援助进监区活动#

通过发放法律援助申请函等形

式# 保障在押人员辩护权" 这

一思路得到该院领导支持 "

'%#!

年该院共帮助
)

名在押人

员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 为了

让法律援助常态化# 今年
&

月

#&

日# 该院和该市公安局! 司

法局联合会签 *开展刑事诉讼

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办法+# 并

在看守所设法律援助工作站 "

工作站将承担法律咨询! 受理

法律援助申请! 审查转交申请

材料等职责# 细化了在押人员

及其亲属法律援助申请! 审核!

办理 ! 反馈 ! 救济多项规定 "

同时# 定期为在押人员及其亲

属提供法律咨询"

据悉#在看守所设法律援助

工作站#在该省还是首家#这一

举措将有效解决部分困难在押

人员 %请不起律师' 的困境"当

日#共有
"

名犯罪嫌疑人提出申

请"杨某说#他很早就离开父母#

案发羁押后没有家人过问#法律

援助让他感受到法律和公正就

在身边"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技术部门日前进行了一场电子数据

取证模拟演练#参加人员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有关测试内容%

本报记者屠春技 通讯员顾怡岚摄

!上接第一版"所以#此案无疑会成为

今后审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一

个重要参考"

从三个方面证明秦志

晖$明知故犯%

记者#有网友认为#在网络炒作

谣言事件中# 自己不是信息的制造

者#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因此不必

担责%对于这一观点#二位有何看法(

李凯#根据*司法解释+#对于非

直接编造而只是转发虚假信息的#有

一个前提条件是%明知是虚假'"如果

明知是虚假的信息仍转发#就有可能

构成犯罪"

我们把秦志晖的转发行为认定

为犯罪#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

主观上%明知'"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

了论证.第一#在秦志晖涉案事件中#

相关真实信息是存在的$第二#秦志

晖拥有在网上核实信息真伪的能力

和基本技能$第三#秦志晖无主观意

愿去核实信息"

贾晓文#两高出台*司法解释+#

根本目的在于规范网民在网络上的

言行"如果确定知道消息是虚假的还

要传播#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

记者#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

如何在借助新媒体自由表达的同时#

坚守住法律的底线(

贾晓文#即使不是虚假信息的编

造者# 只是在网络上看到信息的存

在#也要考虑到这条信息一旦转发出

去#是否会对他人的名誉或社会公共

秩序造成影响" 对于这样的信息#作

为网民在发布前有核实真假的义务"

李凯#对于一个人在转帖过程中

是否构成犯罪#司法机关需要经过缜

密的分析判断才能得出结论#并不像

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如果证明不了

是%明知'的话
+

就不会纳入到刑事追

究范围之内"

秦志晖没有把握好人

生方向

记者#就在被捕前几天#秦志晖

还在其
,,

空间里写道 + )总的来

说#我这两年是螺旋上升趋势%生活

让我一步步地靠近自己的梦想%*而

秦志晖在庭审中表示#希望网络上不

再出现第二个)秦火火*%二位如何看

待秦志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

贾晓文#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有权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实现梦想一

定要在理性!法治的轨道上#一步一

步!脚踏实地地进行"

李凯# 努力去实现梦想本身没

错#但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是

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越过了法律

底线#即使梦想再美好也没用#面对

的将是法律制裁"秦志晖没有把握好

自己的人生规划和方向"

记者#作为办案检察官#二位有

何体会和感受(

李凯# 秦志晖出现如此结局#跟

他对名利的追求有很大关系" 他特别

渴望得到关注# 但却选择了一种非理

性的方式"例如对动车事故#他就是想

左右舆论引起轰动#使自己名声大振"

贾晓文#秦志晖学历不高#曾在广

东打工#来北京之前#他对自己今后的

发展没有明确的想法" 但当他接触到

网络营销!制造轰动信息等手段后#加

上那时恰逢微博盛行# 使他认为在微

博里找到了能够实现 %梦想' 的 %捷

径'"于是
+

他开始了网络造谣行为"

净化网络很大程度靠

网民自律

记者#如何才能铲除谣言滋生的

土壤#净化网络环境(

李凯# 我们在网络空间里仍然

要遵循现实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

行为准则# 包括法律层面和道德层

面的准则# 但更多情况下需要网民

自律"

记者# 包括法律规制和道德约

束在内# 还有哪些深层次问题亟待

解决(

李凯# 对网民来说# 核实自己

所发的负面信息# 这个义务不仅来

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 也有社会道

德的要求" 网络空间的秩序很大程

度需要依靠网民自律 ! 相互监督 !

自我治理的方式来实现"

除此之外
+

还要加大推进信息公

开力度 # 强化尊重公民权利的意

识# 用不同层次的制裁措施和不同

强度的处置手段来应对不同的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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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 据此 # 秦志晖诽谤

杨澜等人的行为构成诽谤罪# 且系

诽谤多人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 应当适用公诉程序追究秦志晖

所犯诽谤罪的刑事责任"

关于秦志晖发布原铁道部在

%

$

/

'!

' 甬温线动车事故中天价赔偿

外籍乘客的虚假信息是否足以造成

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问题# 法院指

出#%

$

/

'!

'甬温线动车事故为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 全民关注# 秦志

晖在该事故善后处理期间# 编造政

府机关天价赔偿外籍乘客的信息并

在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该虚假

信息被转发
#-#

万次# 评论
!!%%

余

次# 不仅造成网络空间的混乱# 也

在现实社会引发不明真相群众的不

满 # 扰乱了政府机关的善后工作 "

秦志晖的该起行为足以认定为造成

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关于以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实

行数罪并罚# 是否将使被告人的同

一行为两次承担罪责的问题# 法院

指出# 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两罪的

犯罪构成不同# 诽谤罪侵犯的客体

是公民的人格和名誉# 寻衅滋事罪

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 两罪的行

为特征不同" 本案中# 公诉机关根

据不同性质的案件事实# 分别认定

为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 定性准确#

应予支持"

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秦志

晖无视国法# 在信息网络上捏造事

实# 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 且系诽谤

多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其行为已

构成诽谤罪$ 秦志晖在重大突发事件

期间# 在信息网络上编造! 散布对国

家机关产生不良影响的虚假信息# 起

哄闹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其

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依法应予以

惩处并实行数罪并罚"

秦志晖在较长时间段内在信息

网络上多次肆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其所犯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的

事实! 性质! 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

本应对其酌情予以从重处罚# 但鉴

于秦志晖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

行#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故对其所

犯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均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

最终# 朝阳区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 宣判后# 被告人秦志晖当庭表

示不上诉"

“秦火火”一审获刑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