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盯七年 命案疑犯终获自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监督徐辉案再审改判纪实

!

本报记者 郑赫南

!

月
!"

日! 广东省珠海市

中级法院对已服刑近
"#

年的被

告人徐辉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

宣判!宣告徐辉无罪!当场释放#

这一结果!来之不易$ 记者

了解到! 从
#$$%

年
!&

月
&"

日

受理徐辉故意杀人% 强奸案!到

徐辉被宣告无罪!在七年多的时

间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

检察厅 !下称最高检申诉厅"与

广东省检察院上下联动"相互配

合! 注重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

调! 积极主动发挥监督职能!对

徐辉案的重新审理及改判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警犬缉凶!被告人喊冤

'(()

年
)

月
&"

日清晨!珠

海市小林镇雅兴照相馆旁土地

庙北面的小巷内!出现一具裸体

女尸!引来群众围观$很快!有人

认出!死者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严

娟!化名"$

严娟只有
*(

岁! 因年轻貌

美被当地人称为&小林之花'$公

安机关经初步侦查确定!严娟生

前曾遭遇性侵害!头部被钝物击

打!系被绳索勒颈窒息而死$ 此

案一出!立即在街头巷尾引起热

议!众说纷纭$

为了快速抓获凶手!珠海警

方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就启用

警犬协助破案$ 很快!警犬&猎

鹰'发现了本案的第一现场(((

小林镇旧税所厨房# 随后!&猎

鹰'继续追踪!从案发现场追到

不远处的小林镇劳动服务站!并

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走廊位置#不

久!另一条警犬&忠诚'也追到同

一地点#时任小林镇劳动服务站

副站长的徐辉家!就在服务站二

楼南侧#徐辉遂被纳入侦查机关

的怀疑视线#

*(()

年
(

月
*+

日晚! 即案

发后的第
&,

天! 徐辉被警方带

走#数日后!当地警方宣布案件告

破#警方公布的案情显示)徐辉当

日见严娟孤身一人在夜晚外出!

遂生歹念!于是趁妻子不在家%孩

子熟睡!尾随严娟!将其砸晕后实

施强奸!而后在严娟醒来呼救时!

因怕事情败露而将其灭口#

&-$*

年
"

月! 珠海市中级

法院认定) 徐辉犯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

收到判决后! 徐辉不服!大

声喊冤!称自己根本就没有实施

过强奸%杀人的行为!向广东省

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

年
*&

月!徐辉被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

宣判!维持一审判决#

徐辉依然不服! 继续喊冤!

又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

&$$"

年
**

月!广东省高级法院

还是没有认可徐辉的无罪辩解

理由!驳回了他的申诉#

此后!徐辉和他的家人并没

有放弃希望!他们开始了艰难而

漫长的申诉之路#

&$$%

年
*&

月!徐辉的哥哥

徐庆委托律师提出的刑事申诉

材料!被寄送至最高检申诉厅#

鉴定结论疑点重重!最

高检果断督办

&$$%

年
*&

月
&"

日!一份申

诉材料被送到了最高检申诉厅!

检察官%承办人宋伟在审阅了全

部申诉材料后!发现了原案的多

个疑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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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
2人死刑1人无期

据新华社山东烟台
!"

月
!!

日电 "记者罗沙 吴书光$ 山东省

烟台市中级法院
**

日上午对张帆等
"

名被告人故意杀人%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张帆%张立冬被判死刑!吕迎春被

判无期徒刑!张航%张巧联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七年#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共同残

忍杀害被害人吴某某!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吕迎春"张帆"张立冬明知

&全能神'系已经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仍然纠合教徒秘密聚会!制

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便利

条件!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均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
"

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吕迎春表示服判!不上诉!其他被告人当庭没有明

确表示是否上诉$

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江苏省委

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国家行政

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四川部署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吴远明$ 四川省检察

院近日召开国家司法救助小组工作会议!对该省检察院机

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进行部署"会议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四

川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情况!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要求切实加强各成员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做好救助

资金的统筹预算工作!确保救助工作落实到位"

重庆四部门下发意见规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查办
本报讯 "记者沈义$ 由重

庆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人

力社保局"市公安局制定的+办

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实

施意见,!下称#意见$"!于
*$

月

)

日公布$ +意见,就欠薪行为的

监督调查"责令支付"通报移送"

依法查处等作出规定!明确了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超过
+

个工作

日!有关单位或个人将被移送公

安机关查处$

+意见,明确!拒不支付
*

名

劳动者
,

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

且数额在
*

万元以上的*拒不支

付
*$

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且数额累计在
%

万元以上的!属

于刑法第
&+%

条&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规定的&数额较大'$

按照 +意见,! 通过转移财

产"逃匿等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

酬
.

有支付能力而不支付劳动报

酬的!人社部门应及时作出责令

有关单位"个人限期支付劳动报

酬的决定!责令支付期限不得超

过
+

个工作日!对无正当理由逾

期不支付的!

,

个工作日内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人社部门对

涉嫌构成此罪的案件!应移送同

级公安机关
.

并抄送同级检察院$

同时!+意见,还就四部门互

相监督"互相协助作出规定$ 对

人社部门移送的涉嫌此罪的案

件
.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之日起

,

日内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

定$人社部门对公安机关不立案

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提出复议申

请!也可建议同级检察院进行立

案监督$人社部门对涉嫌构成此

罪的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而

不移送的!检察院可以向行政执

法机关提出移送的书面意见$法

院受理"审理各类劳动报酬纠纷

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发现

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

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处理$

天津举办首届预防微电影评比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宁 通讯员宋明强$ 日前!天津市检

察机关举办首届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微电影评比活动! 最终

评选出
%

部优秀影片! 将参加最高检组织的全国检察机关

首届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微电影评比活动" 该院检察长于世

平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影制片厂影视制

作专家!群众代表等作为评委对参赛微电影进行评审"

今年海南已有25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本报讯 "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林 $ 记者从海南省

检察院获悉! 今年以来! 该省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办及

追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力度! 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同比分别上升
,$/&0

#

&&/10

! 追捕在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
!,

名! 督促
!&

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主动投案"

四川省检察院对何绍勇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见习记者许一航$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

&-!1

年
(

月
!-

日!经四川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四川省

成都市检察院于
&-!1

年
(

月
!&

日决定依法对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

长"巡视员何绍勇!正厅级"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

月
&"

日!经四川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何绍勇执行逮捕$目前!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省检察院对舒刚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见习记者许一航$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了解到!

&-!1

年
+

月
!%

日!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决定!依法

对四川省成都市发改委原副主任"粮食局原局长舒刚!副厅级"涉嫌受

贿犯罪立案侦查$

(

月
,-

日!经四川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舒刚执行逮

捕$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省检察院对伍勇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见习记者许一航$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

&-!1

年
,

月
!%

日!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决定!依法对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伍勇!副厅级"涉嫌受贿犯

罪立案侦查$

)

月
!,

日!经四川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伍勇执行逮捕$

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广西检察机关对陈仲怀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见习记者许一航$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土资源厅原党组成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陈仲怀!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河南桐柏：新机制破解渎职犯罪查处难题
本报讯 "记者吕峰 通讯员汪宇堂 周闻胜$ 近日! 河南省桐

柏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运行监测服务股原股长陈某被法院以滥用

职权罪"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陈某于
&-!&

年在审核上报某有

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项目过程中! 不认真履行职责! 致使这个已经

停产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企业弄虚作假" 骗取淘汰落后产能中央专项

奖励资金
,)-

万元! 此外陈某还收受相关个人" 单位贿赂现金和购

物卡共计
&/!

万元$

这起案件的线索是桐柏县检察院今年
"

月在专项监督检察活动

中发现的$

&-!,

年以来! 该院建立健全了渎职侵权案件线索立体化收

集工作机制!包括县"乡"村三级情报员线索收集制!媒体"信访曝光渎

职罪案件线索评估制! 国家财政政策专项监督检察线索收集评估制

等$两年来!通过上述各种途径共收集有价值"可能成案线索
1)

件!破

解了案源线索匮乏问题$

为提高案件质量和实刑判决率!该院每查处一起渎职案件都启动

&渎职犯罪背后经济犯罪预判评估机制'!探索&查实渎职犯罪"深查贪

贿等犯罪'的工作措施!对犯罪嫌疑人渎职犯罪背后是否涉嫌贪污"贿

赂等犯罪进行彻查!提高了有罪和实刑判决率$

据了解!

&-!,

年以来!桐柏县检察院共查处渎职犯罪
&!

人!起诉

率
!--0

!有罪判决率
!--0

$没有出现一起撤案"存疑不起诉或绝对不

起诉等情形的案件$

编辑 郑 智 张灿灿 校对 何 欣 台 霏

王少峰在全国检察机关党的建设理论研讨会上强调

深入贯彻从严治党要求 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
本报福州

!"

月
!!

日电

#

见习记者贾阳 记者张仁平$

全国检察机关党的建设理论研

讨会
!-

月
!-

日至
!!

日在福建

福州召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 机关党

委书记王少峰今天在会上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切实落实中央关于聚精会神抓

党建的要求! 全面加强检察机

关党的建设! 推动 &增强党性"

严守纪律" 廉洁从政' 专题教

育活动深入开展$

王少峰指出 ! 面对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部署新要

求! 检察机关党建工作要以确

保检察机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为根本! 以坚持从严管党治

党为核心! 以持续推进作风建

设为重点! 以创新完善党的建

设制度为动力! 全面加强检察

机关党的建设$

王少峰强调 ! 当前要重点

抓好四个方面工作 $ 一是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始终贯

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 坚持用

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 严明

党的纪律! 不断增强党内政治

生活的政治性" 原则性" 战斗

性! 努力实现检察机关党内政

治生活常态化" 制度化和规范

化 * 二 是 要 落 实 & 两 个 责

任 ' ! 持之以恒推进作风 建

设 ! 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 ! 深入推进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建设! 进一步加大违

纪违法案件查办和预防力度 *

三是要优化从政环境! 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 在检察机关积

极营造选贤任能 " 创先争优 "

匡正祛邪" 团结和谐的良好风

气和环境* 四是要巩固拓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深入扎实开展 &增强党性 " 严

守纪律" 廉洁从政' 专题教育

活动$

会议总结了检察机关党的

建设经验! 交流了机关党建理

论研究成果! 并对获得
&-!1

年

全国检察机关理论研讨活动组

织奖的
)

个单位进行了表彰 $

福建省检察院检察长何泽中出

席研讨会并致辞$

习近平对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

!-

日至
!!

日在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希望各级

党委办公厅$室%更好地发挥基本职能作用!投入更大的力

量#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动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确保中

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

“没想到检察官不请自来”
!

本报记者 王治国

通讯员 王凯忠 许秀立

!-

月
)

日上午
!!

时!山东

省临清市唐元镇营子村农民秦

明英家中来了几位特殊的客

人(((临清市检察院检察长杨

青带着办案干警!与唐元镇民政

所的同志! 一块将
!---

元的救

助款及面粉" 食用油等生活用

品!送到了秦明英手中$

原来!今年
"

月
!%

日!秦明

英的丈夫王某在唐元镇窑场打

工期间!因为琐事被工友徐某用

尖刀捅刺当场死亡$

)

月! 案件

移送到临清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肖云光发现!被害人

王某的近亲属并未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即电话联系被害人的妻

子秦明英$秦明英说!就是&要杀

人犯偿命'$同时表示!徐某是个

光棍汉! 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

她决定放弃民事赔偿$

放下电话后 ! 肖云光却怎

么也放心不下秦明英一家人 $

鉴于此案涉及两个家庭的特殊

情况! 他立即请示院领导 ! 建

议针对此案启动 &重维权 " 微

正义' 办案模式$

临清市检察院的 &重维权"

微正义' 办案模式! 要求办案

人在办案全过程中! 注重维护

各方诉讼参与人权益! 通过办

理每一起案件来促进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

先说此案犯罪嫌疑人方面!

肖云光在审查案件时发现!徐家

表示无力为徐某聘请律师$考虑

到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可能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肖云光联

系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专

业辩护律师$

再说被害人一方 $

(

月初 !

肖云光联系该院派驻市南检察

室检察官!决定与民政部门的同

志一起到被害人家中现场调研!

看看被害人家是否符合民政部

门最低生活保障条件$

一座破旧的土坯房!与周围

邻居高大漂亮的住宅形成鲜明

对比$再看屋里!也没什么像样

的家具$秦明英带着一双未成年

的儿女!还要赡养
+,

岁的公公$

看到不请自来的检察官!想

到今后自己要撑起一家老小的

生活!秦明英的泪水再也止不住

了$ 民政部门的同志当场表示)

秦明英家符合救助条件!一定会

尽快为其办理救助手续$

&十一' 长假结束后上班第

一天!肖云光向院领导请示及时

对被害人家进行救助$检察长杨

青听了汇报后!决定亲自去看望

秦明英一家$

看到再次登门的检察官!秦

明英握住杨青的手!一再说&没

想到'$杨青告诉秦明英!检察机

关一定会依法办案!有啥困难检

察院都会尽力的$

!-

月
)

日% 临清市检察院检察长杨青带着办案干警与民政所的

同志一起到秦明英家中看望慰问& 本报记者程丁摄

●2001年，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以被告人徐辉犯故意杀
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认为徐辉故意
杀人、强奸一案存在较多疑点，交广东省检察院复查此案。
●2008年，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同年，广东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决定。2011年，广东
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珠海市中级法院重新审理。
●2014年，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宣告徐辉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