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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简介

戴成道，安徽省长丰县
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检察
官，1989年参加检察工作，先
后在院反贪局、职务犯罪预
防科、公诉科等多部门工作。
曾获得合肥市优秀政法干
警、长丰县优秀政法干警等
称号。2013年底被查出胃癌，
先后化疗五次。2014年6月，
他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公诉
人工作岗位上，迄今已办理
了27件刑事案件。

老板打工还债

!

阚立青 卜艳

一个老板!因欠农民工几万元工钱而东躲西藏"

!"#$

年
%

月
#&

日!经江苏省仪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判处彦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

元"

几年前! 彦军凭借自己会安装混凝土搅拌设备的一技之

长!从四川遂宁老家来到江浙一带闯荡"

!"'%

年
(

月!彦军来

到仪征市!与扬州某建材公司签下了为期
'"

个月的机械设备

安装合同"随后!他便找来文禹#化名$等几个外来农民工干

活!由于不善经营管理!工程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还欠下了农

民工的工钱%没钱发工资的彦军躲了起来!其签下的支付工资

的承诺书也成了一纸空文"

要钱不成!联系无果!文禹等几个农民工只好向仪征市劳

动监察部门报案"

(

月
)

日!劳动监察部门向彦军作出劳动保

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责令彦军在指令书公告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农民工工资"

*

月
(

日!彦军被仪征警方抓

获归案!后被取保候审"

&你一共只欠
&

个农民工
*

万多元的工钱! 都快一年了!

怎么还没还给他们呢'(

)检察官同志!不是我不想给他们工钱!是我没钱给他们!

如果能将常州吴老板欠我的
)

万元要回来! 我就能给他们发

工资了!这几个月我堵在吴老板的工厂门口!可连他的影子都

见不到%(

!+'$

年
'

月
'$

日!面对承办该案检察官的讯问!彦

军显得有些无奈%

&这么长时间! 你能睡马路堵大门! 你就不能打工还人家

钱'现在打工一个月都是好几千元!几个月下来不是还得差不

多了吗'常州那边欠你的钱跑不掉!你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将钱

要回来%(听了检察官的话!彦军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检察官

同志!你说得确实很有道理呢+(

第二天!承办检察官先找到牵头的农民工文禹!接着又联

系上另外
$

名农民工!将彦军的还钱方案说给他们听!但农民

工还是担心难以兑现,事情陷入了僵局!怎样还钱才能使农民

工接受'

承办检察官又多次找到他们! 提出了一个办法*&彦军一

时拿不出几万块钱来!你们怕他打工挣了钱也不还钱!那我建

议他与你们一起打工!在扣除他基本生活开支后!余下的部分

逐月偿还你们的工钱!直至还清为止%(

&彦军与我们一起打工还钱!这个可以%(在经过几番交涉

后!终于得到了几个农民工

的支持!彦军也表示同意%

(

月
'%

日!彦军与文禹

等几位农民工一起前往浙江

省杭州市某工地打工还债%

*

作者单位!江苏省仪征

市检察院
+

资
料
图
片

再见，姨父！
!

整理!吴有双 口述!吴越千

临别时!被小女孩称为&姨父(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每当

想起这个称呼!她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

多年前! 我刚取得办案资格就办理了一起强奸案!该

案被害人比较特殊*刚满
'(

周岁的未成年痴呆少女%卷宗中

的医学鉴定明确记载着*&被鉴定人具有严重痴呆! 在此次犯

罪中性防御能力丧失!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由于犯罪嫌疑人

对强奸犯罪的事实予以狡辩!所以!被害人陈述就成为案件定

性的关键%鉴于被害人之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是十分明确!

我们决定对她进行一次细致的询问%

因为案件的特殊性! 院里派了一名办案经验丰富的女检

察官和我一起完成这次询问工作% 被害的小女孩可以说是命

运多舛!被父母先后抛弃!随后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案发

时!因奶奶疏忽她从家中走失!被犯罪嫌疑人带至附近的水上

公园游玩!以谈恋爱的名义与其发生了两性关系%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 被害人在其奶奶的陪伴下出现在

我们面前! 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她不能准确表述案发当天的

经过! 只能在其奶奶的帮助下只言片语地回答我们的一些问

题%我们没有放弃与她的沟通交流!而是以更加轻松的方式与

其聊起了家常!渐渐地缩短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后!终

于将所有的事情都问清楚了%

原来!那个犯罪嫌疑人是他们的邻居!平日里游手好闲!

在社会上懒散游荡!由于平常见过!所以被害人对他没有任何

防范意识!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我们将一份完整的笔录做完时!一个下午都已经过去了%

告别时!她先对女检察官说了声*&再见!阿姨+(接着又对我

说*&再见!姨父+(虽然我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知

道她的称呼不正确!但我们并没有纠正她!反而有一种心被针

扎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坚定了我们为其伸张正义-严惩罪犯的

决心,

回来的路上!我想也许

是因为她看见我们穿的都是

一样的检察服! 也许她认为

我们是她的亲人..

*

作者单位! 辽宁省阜

新市太平区检察院
+

农民夫妇为发家致富，自制毒狗药销售，两年获利近30万元。检察官阐明毒狗药毒性时，他们庆幸没有
孩子误食自己所制的药丸———

管住“毒狗丸”
!

李贺军 李薇 田素婷

!"'$

年
(

月
'!

日 ! 河北省

肥乡县开展了狗肉制品市场专项

检查行动 ! 食药监 " 畜牧 " 商

务" 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 从屠

宰 " 流通 " 餐饮三个环节入手 !

对全县狗肉及其制品市场进行了

严格的检查! 重点确认其购入渠

道# 这次检查行动中! 没有检疫

手续的
%

处临时狗肉摊被取缔 !

来源不明的
*""

公斤狗肉及制品

被收缴" 销毁$ 而这次专项检查

行动! 始于肥乡县检察院发出的

一份检察建议$

!"'$

年
!

月
&

日! 经河北省

肥乡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周志

全 % 张海婷二人非法制造 " 买

卖" 运输" 储存危险物质案尘埃

落定! 二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缓刑三年$ 结案后! 办案

检察官发现 &毒狗丸' 在当地及

周边县市有一定的市场! 与之相

对应的! 自然是毒狗肉的非法买

卖! 这严重威胁着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为此
,

该院迅速向

食品安全部门发出了严厉打击

&毒狗肉' 的检察建议$

卖毒狗药" 每粒能赚
,

块钱

!+#(

年
#!

月 ! 河北省肥乡

县检察院受理了一起公安机关移

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 案情很简

单! 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销售氰

化物制成的剧毒药物! 短短两年

时间 ! 获利近
%+

万元 $ 国家对

氰化物之类的剧毒药物实行的是

严格管控! 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

走上制毒售毒的迷途! 又是如何

通过网络销售获利的呢( 看完案

卷! 种种疑问萦绕在办案检察官

的脑中#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检察

官决定到看守所提审这两个人 #

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道出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由此!一张&制毒%

售毒 '的网络发财 &路线图 '清晰

地呈现在办案人员面前#

周志全是河北省肥乡县的一

位农民! 之前有过一段不幸的婚

姻 # 离异后他热衷于网络聊天 !

!+#+

年初他通过
--

结识了外地

人张海婷# 半年后! 张海婷来到

肥乡县与周志全结婚# 婚后! 周

志全在家务农! 张海婷则自己经

营网店 ! 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

!+#!

年
(

月! 他们的儿子降生于

世! 家中的开支也多了起来! 经

济压力越来越大! 周志全便开始

琢磨怎么才能挣大钱#

!+#!

年秋! 周志全又在网上

寻找挣钱门路! 突然! 一条 &专

售三步倒' 的弹窗引起了他的注

意# 他点开一看! 是一家专门出

售捕杀猫% 狗等动物毒药丸的网

站# 想着平时自己经常听到有人

毒杀狗后再将狗肉卖给饭店的事

情! 那这个药丸肯定有销路! 自

己何不抓住这个商机挣钱呢(

说干就干! 他通过网站购买

了
#+

粒毒药 #收到药丸后 !他在

村里抓了只野猫喂了一粒药丸 !

几分钟后野猫就毒发身亡# 药丸

药效之快令周志全信心大增 !他

开始有样学样!在百度贴吧%各大

网站论坛%

--

等网络平台发布出

售毒狗丸的消息! 以
$

元每粒的

价格销售出去! 每粒赚取差价
%

元#

自制毒丸"两年获利
,-

万元

后来! 周志全开始不满足于

这种简单的倒卖方式! 他又一次

在网上搜索毒狗药的制作方法和

购买原料的网站! 并与一家卖毒

狗药原料的卖主取得联系! 以每

斤
%++

元的价格购买了
$

斤原

料# 按照卖主教的制作办法! 他

又购买了粉碎机 % 铝锅 % 蜡丸 %

针剂等制作工具! 与妻子张海婷

一起制作了大量的 &三步倒 '

&麻醉针'# 因为原料当中含有氰

化物! 这种成分毒性很大!

$+

克

原料就能生产出三四百支 &麻醉

针 '! 巨大的利润空间让夫妇二

人陷入了发大财的美梦之中#

当检察官问他是否知道氰化

物不允许私自售卖时 ! 周志全

说! 自己对这些并不清楚! 只听

说过 &毒鼠强' 一类的药物不允

许随便销售# 至于自己制作的毒

狗药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剧毒药物

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自己在家悄

悄地做! 通过网络进行销售! 也

许不会有问题#

为了扩大销路!

!+#%

年初!张

海婷花钱请人专门制作了一个名

为 &河北捕狗兽药总批发' 的网

站! 正式在网上宣传% 销售捕狗

器材% 药物# 网站上留有二人的

--

号和手机号! 买家通过这些

方式与之联系! 谈好后用支付宝

交易! 并通过快递公司发货# 为

掩人耳目! 二人住进了周志全姐

姐家! 后又在县城租住了一套单

元房! 在出租屋内生产加工和存

放这些毒狗药! 张海婷负责通过

网络与上% 下家联系业务! 制作

&三步倒 ' 毒药丸 % 麻醉针 % 毒

镖! 周志全负责装箱% 包装% 发

货# 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周志

全又把姐姐的儿媳妇赵晓梅叫过

来帮忙装箱送货! 销往浙江% 贵

州 % 山东 % 山西等全国
!*

个省

市! 日均销售额达四五百元# 短

短两年间! 夫妇二人销售氰化物

制品金额达到
!).&

万元#

氰化物"米粒大小即可致死

从原理上说! 氰化物可以通

过接触皮肤和腔道黏膜% 呼吸吸

入%口服%注射等各种途径进入人

体! 随后中枢神经系统会迅速丧

失功能! 继而使人体出现呼吸肌

麻痹%心跳停止%脏器衰竭等症状

而迅速死亡#

办案检察官通过查阅
!++/

年第
(

版的 )法医毒物分析 *得

知! 服下米粒大小的氰化钾粉末

就可能致死$ 鉴于氰化物的毒性

强烈!危害极大!各国都把它们列

为严格管制物品目录! 购买和使

用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

年

(

月!周志全"张海婷"赵晓梅及&上

家'唐先明+另案处理,"&下家'娄鑫

+另案处理,等人均被公安机关抓捕

归案$办案检察官在接到案卷后!对

氰化物的相关知识和相关案例进行

了大量的搜集整理! 了解到!

!++)

年! 在河南驻马店曾发生了一起儿

童误食毒狗药丸身亡的案例! 三名

犯罪嫌疑人原本想偷狗却害了人!

均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在对周志全夫妻二人进行讯问

时! 检察官将从相关文献上了解到

的氰化物毒性和社会危害性告知了

他们$ 周志全和张海婷清楚后十分

悔恨! 表示这次被抓捕是挽救了他

们!他们认罪服法!以后再也不会做

这种害人害己的事儿了$

带病诉传销
!

本报通讯员 朱玉胜

章 欣

!+#$

年
(

月
!%

日! 李欢

欢的上线老总兰青云被押解回

安徽省长丰县关押! 他是传销

组织的领导者! 他的被抓要从

李明显等
*

人组织" 领导传销

活动案说起$

!+##

年
##

月! 李欢欢通

过董娟将自己的亲弟弟李明显

发展进传销组织$ 李明显加入

传销组织后便以 &连锁经营'

&资本运作'为幌子!要求参加

者购买&股份'获得加入资格!

同时每人最多可发展
%

名直接

下线!加入者以
%)++

元购买第

一份&股份'!并建议加入者最

好直接以
&./)

万元购买
!#

份$通过层层发展!不断骗取新

加入人员购买资金! 呈金字塔

式不断扩展! 从而建立起上下

多层级体系! 由上线人员对下

线人员所购买的份额按比例逐

级瓜分! 累计达到一定份额后

便能晋升!级别越高获利越多$

该组织内部实行 &五级三晋

制'!根据投资数额和发展人员

的数量! 将参加组织传销人员

从低到高共分为实习业务员"

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五个级

别 $

!+#(

年
#

月
#%

日李明显

被刑事拘留! 同案犯朱浩杰等

&

人先后被抓获归案 $

!+#(

年

*

月
%#

日!安徽省长丰县检察

院依法以朱浩杰" 李明显等
*

人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向该县法院提起公诉$

&我的当事人李明显加入

传销组织至案发! 直接下线只

有
!

人! 发展人员不足
%+

人!

且返利没有抵销投资$'李明显

的辩护人在庭上发表辩护意

见$ 被告人李明显对其被指控

的罪行也有异议-&我是被董娟

和我姐骗过去的$'

该案的公诉人戴成道当庭

出示了李明显的供述和辩解"

同案犯兰秀婷做申购总管用的

笔记本" 传销组织结构图" 扣

押物品清单等证据! 用事实驳

斥了辩护人的观点$ 证据显示

李明显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

!+

多人 ! 返利被其姐李欢欢

拿走! 已抵销李明显所投资的

%

万余元! 并且她已经告诉了

李明显$

当这一观点被戴成道驳斥

后! 辩护人认为李明显在该传

销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很低!不

应当被判处组织" 领导传销活

动罪$

戴成道则不以为然-&传销

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

人以上且层级在
%

级以上

的! 应对组织者" 领导者追究

刑事责任$ 李明显担任过该组

织的自律总管! 承担管理" 协

调等职责 ! 可以认定为组织

者" 领导者$'

李明显的辩护人认为公诉

机关将李明显认定为组织者"

领导者是不公平的! 他并没有

在组织中起管理团队的作用$

为了让辩护人口服心服!

戴成道出示了该组织成员的证

言!均证实&李明显是我们大总

裁李欢欢的亲弟弟! 担任董娟

下线的自律总管'!并且李明显

自己也供述其担任过自律总

管!管理了董娟&团队'的下线

人员$

在铁的证据面前! 辩护人

已无力回天! 便开始从主观方

面为李明显辩护-&李明显在主

观上并没有故意欺骗他人加入

传销组织! 在本案中他始终不

知道自己加入的是传销组织$'

戴成道指明李明显自己说

其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人聊天!

并且其父的证词透露出其已经

加入该组织两年! 凭借其大专

文化水平和两年的观察! 他应

当具有识别能力! 能判断出该

组织的非法性$

最后! 公诉人戴成道进行

综合论述! 李明显在传销组织

中属经理级别! 层级均在
%

级

以上!在董娟传销团队担负
%+

人以上的自律管理等重要职

责! 在传销活动中起关键性作

用!依法应认定为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

!+#$

年
!

月
#&

日! 被告

人李明显因犯组织" 领导传销

活动罪! 被长丰县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

万元.

朱浩杰等其他
&

名被告人均被

作有罪判决$

车未丢，不算偷
!

李家银 余杰 邢强

&我一时兴起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 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次改过自新

的机会!我一生都会牢记!以后我一

定当一位遵纪守法的好人/'

!+#$

年

(

月
#&

日!在河南省息县检察院公诉

科办公室内! 即将外出务工的该县

群众卢晓峰噙着泪水向两名办案人

员鞠躬致谢$

此事原委还要从一起普通的

&盗窃案'说起$

!+#(

年
#!

月
!!

日!该院受理一

起移送审查起诉的盗窃罪案件$根

据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认定!

!+#(

年
#+

月
!#

日凌晨! 犯罪嫌疑人卢晓

峰在城区某商店门前盗窃了一辆未

上锁且带着钥匙的面包车! 车主于

案发后第二天
)

时报案!公安机关通

过调取该县城区主要路段的监控视

频资料!及时查找到面包车的踪迹$

#+

月
!!

日上午
/

时在一乡镇集市卢

晓峰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并被刑

事拘留$经有关部门鉴定!该车价值

%

万余元$

该院公诉科承办人员经过初步

审查!认为此案尽管是&人赃并获'!

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却令人费解$因

为在盗窃案件中!作案人一般是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作案后会驾车逃离!

或者躲藏起来!但是本案犯罪嫌疑人

卢晓峰的行为有些异常!他盗窃后并

没有将赃物藏匿或处理掉!也没有逃

离作案地!而是&明目张胆'地将车开

到了人群密集的乡镇集市$那他作案

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作案后的行为

又该如何解释呢(

带着心中的疑惑!承办人员依

法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卢晓峰$

据卢晓峰供述! 案发当晚!他

带着女友姚某参加朋友刘某的婚礼

筹备会时!答应为刘某开婚车!并承

诺自己将借别人的车练练手! 熟悉

一下婚车经过的路线$ 和朋友们分

手后! 他独自一人找宾馆休息的途

中! 恰好看到一商店门前停放着一

辆面包车!脑海中突然就冒出了&悄

悄地偷开一天'的想法!等熟悉了婚

车即将经过的路线后就将车还回

去$提审时!他一直辩解!自己并没

有&偷车'的念头!只是想将那个车

开出来&练手'$

经过比对卷宗材料!承办人员

发现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一直很稳

定!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从这一方面

看来! 他们认为不能准确把握卢晓

峰的行为在主观上究竟是否具有非

法占有的故意$ 由于涉案车辆的价

值较大!若将此案依法移送起诉!那

卢晓峰将可能受到严厉的刑事处

罚!势必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轨迹$

&不能马虎大意/'承办人员又

对该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核实! 没有

发现公安机关提供城区主要路段的

监控视频资料! 以及嫌疑人口供中

涉及的姚某%刘某的证词$

&他是0盗窃1!还是0偷开1车

辆( 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采信他的

辩解呢( 难道其他足以反驳其辩解

的证据被遗漏了(' 针对上述疑点!

承办人员列出提纲! 将此案退回公

安机关补充侦查! 并陪同侦查人员

调查取证!寻求事件真相$

据公安民警介绍!他们考虑到

该案是&人赃并获'!觉得没必要提

供监控视频资料! 也就没有保存备

份!再加上姚某%刘某在案发后均外

出务工! 所以也没有找他们提取相

关证词$

&现有证据证明卢晓峰的行为

有可能是0盗窃1!也有可能是0偷

开1$若认定是0盗窃1!那么他在案

发前的0主观方面1就有必要加以求

证!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姚某和刘

某/'承办人员和公安民警达成了共

识$

历时一个多月!承办人员终于

联系到了远在浙江省杭州市打工的

姚某和刘某! 他们二人的证词分别

印证了卢晓峰供述的事实$

!+#$

年
%

月
/

日! 河南省息县检

察院再次受理了这起盗窃案! 卷宗

材料没有显示新的证据$

该院承办人员经过审查分析!

认为根据 &盗窃罪' 的有关司法解

释-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就本案而言!收

集证据的手段已经穷尽! 现有证据

证明卢晓峰有可能是盗窃他人车

辆! 也有可能是偷开他人机动车$

%

月
#*

日! 根据 &疑罪从无'

的司法精神! 该院认为卢晓峰偶

尔偷开他人车辆! 情节轻微! 可

以不认为是犯罪! 遂依法建议公

安机关撤销案件! 且应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

第二天! 卢晓峰被当场无罪

释放! 他诚恳地向公安机关缴纳

治安罚款
#+++

元$

!+#(

年
*

月
%#

日!戴成道/右一$化疗后走上工作

岗位!带病出庭支持公诉,

毒狗药一案庭审现场!被告人正在回答公诉人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