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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向大巴司机喷催泪剂仅被行政拘留
绍兴上虞：立案监督一起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本报讯 %记者范跃红 通讯

员冯叶$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 一醉酒乘客因被禁止吸烟

竟向司机猛喷催泪剂!

!"

余名乘

客无辜遭催泪"所幸!司机强忍身

体不适安全停车! 确保了乘客的

生命安全"近日!经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检察院立案监督! 当地公

安机关对周雄鸿以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今年
#

月
$$

日!周雄鸿乘坐

从安徽省安庆市开往浙江省温岭

市的长途大巴" 当日
%&

时
$'

分

许! 车辆途径上三高速上虞路段

时! 喝了一瓶多白酒的周雄鸿爬

下卧铺!欲点燃香烟!被该趟大巴

的副驾驶员蒋某及时制止! 两人

随之发生口角"周雄鸿突然上前!

抢夺大巴车方向盘! 被驾驶员推

开"随后!周雄鸿突然拿出催泪喷

射器!朝蒋某脸上喷去"蒋某躲避

不及!顿时感觉一阵恶心!差点晕

了过去"接着!周雄鸿又用催泪喷

射器喷向驾驶员" 驾驶员一时睁

不开眼睛!车辆摇晃起来"所幸驾

驶员沉着冷静!握紧方向盘!将车

安全停在路旁"

#当时车内一股刺鼻的辣椒

味!不少小孩都被呛哭了"$乘客李

某回忆说!车停下来后!大家立即打

开门窗!走下大巴车!并拨通了报警

电话%随后!周雄鸿被上虞区公安局

处以拘留
(

日的行政处罚"

几天后! 上虞区检察院侦查

监督科检察官看到&上虞日报'对

此事的报道后! 立即向上虞区公

安局调取了相关案件材料% 在审

阅材料时检察官发现! 周雄鸿利

用随身携带的催泪喷射器喷向大

巴车驾驶员! 这一行为可能导致

驾驶员无法正常驾驶车辆! 而且

该行为发生于高速公路上! 有可

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危害车上

!'

余名乘客及其他不特定多数

人的生命安全%

该院经研究认为! 周雄鸿涉

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且本人身份信息明确! 公安机关

却仅对其行政拘留! 未对其刑事

立案!也未采取强制措施!显然不

妥! 遂向上虞区公安局发出要求

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 %

)

月
%*

日! 上虞区公安局对此案进行立

案侦查%

目前!此案正在侦查之中%

销售“山寨”三星手机上千部
沈阳大东：对售假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王玲 通讯员王亚楠$ 低价购进#山寨$三星

手机后!在自家开的商行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大肆销售!最终受

到法律的追究%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近日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晓颖依法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王晓颖在沈阳市大东区某通讯市场注册

成立了鸿鑫世纪天辰通讯器材商行!下称"鸿鑫商行#$!之后多

次从广东深圳低价购进不同型号的假冒三星手机! 再以明显低

于市场的价格在鸿鑫商行向外批发(销售%

#'%!

年
*

月
%)

日!沈

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掌握线索后!在鸿鑫商行将王晓颖抓获!当

场查获各种型号的假冒三星手机
%%%

部!价值人民币
*

万余元%

公安人员还在王晓颖的电脑中发现其售假台账% 王晓颖对销售

假冒三星手机一事供认不讳%

经查! 自
#'%)

年
(

月至案

发!王晓颖共销售高仿或假冒三

星手机
%'''

余部! 销售金额高

达
%+'

余万元%

为老有所养，“土地爷”大肆受贿

"

本报特约记者 汪宇堂

通讯员 周闻胜 郭冬冬

不论是论业务还是论能力!

张正海在河南省焦作市国土资

源局都有口皆碑%只因没有把握

好自己!他在还差半年就退休的

时候落入了法网%

近日!河南省桐柏县法院对

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原正处级调

研员张正海滥用职权(受贿一案

公开宣判) 张正海犯滥用职权

罪(受贿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违法

所得
%+*,&+

万元人民币 (

)'''

美元(价值
',&+

万元的购物卡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旁听

庭审的百余名领导干部(党员群

众无不唏嘘%

一次&手下留情'(国资

损失
%'(

万元

$''!

年
)

月
$*

日傍晚
*

时

许!受焦作市某单位办公室领导

常某的指派!工作人员薛某在该

市某酒店门口焦急地等待一位

#贵宾$%

原来!此前的
$

月
$(

日!该

单位与焦作市国土资源局(规划

局共同签订了&住宅占用土地确

认意见'! 确认该单位住宅占地

面积
%!

亩!经国土资源局计算!

应缴纳土地出让金
$%),%+

万元%

该单位打算宴请的 #贵宾$

就是时任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副

局长的张正海!目的是让他 #手

下留情$!减免部分土地出让金%

当日
%&

时
)'

分 ! 张正海

到达酒店门口后 ! 常某接到薛

某的信息! 与张正海耳语一阵

后! 交给其一张卡 % 随后又向

张正海的司机交代! 把 #礼品$

放进后备厢++

那次宴请之后!经张正海签

字同意!该单位在拖欠
%''

万元

国有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仍顺

利取得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书%

经办案人员查明 !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单位未缴纳的
%''

万元国

有土地出让金的滞纳金达
%!+,!

万元%依照行政强制法#加处罚

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

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的规定!

该笔滞纳金数额后被认定为
%''

万元!故张正海因滥用职权造成

国有资产损失
$''

万元%

靠权贪吃(利用多种渠

道捞钱

任焦作市国土资源局正处

级调研员之前!张正海历任该局

副局长(该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主任%由于手握大权!张正海一

直是房地产开发商们争相拉拢

的#红人$%焦作市多家房地产公

司为了得到张正海在办理土地

证方面的关照而与他建立联系!

先后送钱送物! 少则数千元!多

则几万元!张正海因此也博得一

个#土地爷$的雅号%

当然!张正海的#能量$不只

是办土地证!他还通过帮助别人

分批缴纳土地出让金(不被追缴

土地出让金(协调解决拆迁补偿

遗留问题等多种渠道#致富$%

据办案人员介绍!

$'')

年
*

月至
$''(

年! 张正海先后
-

次

收到南通某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人冯某送出的钱款合计
$)

万

元! 为冯某谋取利益*

$''!

年至

$''+

年!先后
(

次收到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所

送钱款合计
+%,+

万元!为该公司

及刘某本人谋取利益*

$'%%

年(

$'%$

年春节前!张正海连续收到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某送去的
$

万元后 ! 帮助该

公司达到受让林地条件并取得

土地使用权! 用以开发房地产

项目++截至
$'%!

年
(

月 !张

正海受贿数额累计约
%*'

万元%

他拿其中
%''

余万元购买了
)

套房产%拿他自己的话说#退休

后用这些固定资产出租!也够自

己的养老开支了$%

&一案双查)(三天突破案件

$'%!

年
(

月下旬!河南省检

察院在焦作市办案时!接到群众

举报称)该市国土资源局正处级

调研员张正海在追缴他人土地

出让金时涉嫌滥用职权%河南省

检察院遂指定桐柏县检察院对

举报线索进行初查%

接到线索后!桐柏县检察院

立即抽调精兵强将成立办案组!

对举报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

研判%办案人员发现!焦作市房

地产开发商审批办证大部分都

经张正海之手%而土地登记档案

等书证显示!部分开发商是在土

地出让金(分期缴款利息 (滞纳

金等缴纳不到位的情况下!经张

正海审批后办理的登记手续!因

此! 张正海涉嫌渎职犯罪的背

后! 很可能还存在着受贿犯罪%

对此!办案组达成共识,,,深挖

张正海涉嫌渎职犯罪背后的贿

赂犯罪!确立#一案双查$的办案

思路%

在初查查明张正海涉嫌滥

用职权造成国有土地出让金损

失的事实后! 同年
-

月
*

日!检

察机关对张正海采取了监视居

住强制措施%办案组随即精心组

织预审!全力突破其涉嫌受贿犯

罪的问题%由于张正海先后在组

织人事(国土资源等部门工作多

年!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熟悉法

律政策!第一天接受审讯时就辩

称#自己只是按照赵某指示审批

签字!责任都在国土局原班领导

身上$* 对于受贿问题则避重就

轻!只承认收受下属单位送的烟

酒( 小额购物卡等问题% 对此!

办案组决定改变提审策略 % 审

讯第二天! 办案组避开张正海

最关心最敏感的话题 ! 和他拉

家常% 当得知张正海年近六旬!

家里有妻女 ( 老母 ! 家庭观念

强( 是个孝子时! 便和他谈心!

谈亲情* 当发现张正海不能久

坐久立( 原因是腰部做过手术

时! 便在讯问时适当安排他活

动身体! 并给他买来药品 ! 照

顾他使用卫生间( 洗澡等%

在办案组的细致工作下!张

正海终于被打动%审讯进入第三

天时!他老泪纵横地说)#我愿意

交代问题 ! 争取从轻处理 %$随

后! 他彻底交代了自己收受
$'

余名房地产开发商贿赂的犯罪

事实%此时!距离他退休仅差半

年时间%

挪用百万公款只为给人“添乱”
北京石景山福田公墓原出纳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刑

本报讯%通讯员成于庆# 利

用自己的出纳身份!在
*

年里陆续

将单位的
%((

万余元钱款挪作私

用!而这么做的理由竟是与主管会

计不和!故意给人找麻烦(添乱!如

此荒唐的行为最终让自己付出了

代价% 日前!经北京市石景山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该市福田公墓原出

纳赵某因犯挪用公款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

年
!

月! 石景山区检察

院收到举报信!称北京市福田公墓

工作人员在进行财务对账的过程

中发现单位公款亏空严重!怀疑有

人动了手脚%该院反贪局立即对该

线索展开初查%时任福田公墓出纳

的赵某此时迫于压力!主动向单位

承认了其私自将单位公款挪作私

用的问题!并归还了全部钱款%

赵某到案后供述! 福田公墓

财务室只设收款员(出纳和主管会

计
)

个岗位!每个岗位各一人% 客

户选好墓穴后!会交部分定金给收

款员!收款员做好相应登记后把钱

交给出纳% 按规定!出纳应将当日

收取的现金存入银行的单位账户!

并将记账联(汇总表(相关凭证!发

票或收据等$ 一起交给主管会计%

然而!从
$''(

年开始!身为出纳的

赵某多次在收了墓地定金后不存

银行!而是自己拿回家中!收据第

三联也不交给会计做账%

说到挪用公款的原因! 赵某

表示!自己和前任主管会计不和!

#这么做只是为了给对方找点麻

烦添点乱$%赵某说自己起初只是

尝试下!但单位一直没有发现!所

以 #每次心情不好就拿一笔钱$!

以至于越拿越多%

经查! 赵某在
*

年时间内陆

续挪用客户交给公墓的定金
!*

笔!共计
%((,%

万元%案发后!赵某

在两天内将全部公款退还%

鉴于赵某主动向单位领导承

认所犯罪行!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且退还

了全部赃款!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由于手握大权，张正海一直是房地产开发商们争相拉拢的“红人”。焦作市多家房地产公司为了得到张正海在办理土地证方面的关照而与他
建立联系，先后送钱送物，少则数千元，多则几万元，张正海因此也博得一个“土地爷”的雅号。

张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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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曙明

)

月
$$

日 %

$'%!

&

$'%+

赛季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

./0

$ 总决赛落

幕' 北京队在第六场比赛中以
%'*!&-

战胜辽宁队% 总比分
!!#

获得总冠军'

不过%多年后回顾这个赛季的总决赛%

人们印象最深的% 或许不是总冠军的

归属% 而是第六场比赛前俱乐部突然

宣布球票涨价'

)

月
%&

日% 双方结束了在北京的

比赛%

#!)

落后的辽宁队如果能拿下接

下来的两个主场%将首次获得总冠军'

辽宁球迷的热情被点燃%

)

月
%&

日第

五场比赛结束后% 他们连夜排队购买

第六场比赛门票' 然而%

)

月
#'

日%辽

宁俱乐部突然宣布% 对第六场的比赛

门票价格进行调整% 四个档次的球票

分别涨价
!''

元至
*''

元不等' 俱乐

部还宣布% 之前球迷通过网站预订的

球票全部无效% 球迷可到相应的地点

办理退票手续'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宣布球票涨

价% 无异于向球迷头上兜头浇了一瓢

凉水%不仅伤害了当地球迷的感情%也

导致各地支持辽宁队的球迷部分 "倒

戈('虽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辽宁队第

六场失利和一些球迷所说 )涨价败人

品(有关%但俱乐部处于舆论漩涡 %球

队恐怕很难丝毫不受影响' 而这一事

件对球队*球市的影响%将在未来进一

步显现'

有人计算了一下% 如果包括被宣

布"作废(的网购门票在内的所有球票

都能卖出去% 涨价可以为俱乐部带来

#-'

万元"额外收入('为了
#-'

万元自

毁形象是否值得% 多数人回答或许是

否定的% 但如果俱乐部 "有票就是任

性(% 对于尚未卖出的球票提高其价

格%虽也让人不爽%毕竟属"在商言商(

范畴%社会评价只会停留在道德层面'

然而 %"通过网站预订的球票全部无

效(%却触碰了法律底线'

球迷通过网站预订球票% 且支付

了价款%双方的合同业已成立'球迷一

方义务已履行完毕% 俱乐部的义务则

是保障对方看球权利的实现' 单方宣

布"预订的球票全部无效 (%缺乏起码

的诚信和契约精神% 法盲行为令人震

惊' 作为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一方%

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

者%球迷有权要求实现看球的权利'目

前%媒体上未见
)

月
##

日网购球票者

要求入场的报道'顾全大局%避免导致

冲突和混乱%这部分球迷的节制令人赞赏'但对于俱乐部违约行

为%他们有通过投诉*诉讼等渠道讨要公道的权利'

除了伤害球迷*法治%俱乐部的行为甚至可能对当地投资环

境造成伤害'"如此出尔反尔%谁还敢和那里人做生意(%这样的

解读当然不理性%但只要有部分人这么想%对当地投资环境破坏

就将是事实'

体育走向市场%卖票也是市场行为%但这不意味着球票想怎

么卖就怎么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突然宣布的涨价%是否

得到当地物价部门认可 +公

然违法损害广大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 为何未见消协等部

门制止和表态+这些疑问%需

要进一步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