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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审计署17日
公布了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显
示，住房保障政策体系逐步健
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安居工
程建设总体情况较好。但审计
也发现，一些项目和单位还存
在违反规定或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被套取或挪用的资金超过
98亿元。

公告显示，182个项目单
位、融资平台公司和住建、财政
等部门违规使用安居工程专项
资金93.83亿元，其中财政资金
32.75亿元，社会融资61.08亿
元。资金用于发放工资、弥补
办公经费等支出1.35亿元，用
于出借、还贷、投资理财、财政
周转等92.48亿元。

有16个项目单位通过编
造项目资料等方式，套取财政
补助、项目贷款等专项资金
4.85亿元，用于自身经营、修建
职工宿舍和办公楼等支出。

公告称，由于资金筹集不
到位、未按工程进度或合同约

定进行结算等原因，139个单
位未及时拨（支）付建房款、工
程款等，形成拖欠 131.95 亿
元。255个市县收到的上级财
政补助资金中，有83.94亿元至
2014 年底结存未用已超过 1
年。

同时，部分项目未按规定
享受税费和金融优惠政策。有
394个项目被违规收取应减免
税费5.2亿元；61个廉租住房
建设项目贷款未按规定享受利
率优惠，多支付利息3273.41万
元。

在保障房分配方面，2.06
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
规享受保障性住房配租（售）
1.02 万套、住房租赁补贴等
2191万元。还有5895套保障
性住房被违规用于转借出租、
办公经营或对外销售。

此外，2.34万户不再符合
保障条件的家庭，未按规定及
时退出，仍享受保障性住房
1.53万套、住房租赁补贴1421
万元。

两孩子水库溺亡 父母索赔偿金
自来水公司反诉 索水体污染费

核心提示 | 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不幸溺亡，其中遇难两兄弟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水
库管理使用方——当地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

被告则认为，他们已在水库边设立禁止游泳标识牌，是家长未尽到监护义务才致孩
子溺亡。而且事发水库为饮用水源地，溺水事件发生后，在水质处理上给自来水公司带
来损失。于是提起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

33岁的李倮木是云南红河
元阳人。几年前，他带着妻子和
两个儿子来到个旧打工。为了
方便孩子上学，他特意将房子租
在个旧红旗小学对面。

今年6月22日17时，平时
李家兄弟应该回家吃饭了，可又
过去一两个小时，两个孩子还是
没有回家。李倮木夫妻担心孩
子有危险，就锁上大门去找孩
子。寻找途中，夫妻俩从他人那

里得知，孩子可能去学校附近的
水库游泳了。于是他们便往水
库处去找。

在离学校1公里处的杨家
田水库边，看到儿子同学的一辆
自行车，沿水库继续前行，在自
行车前方20米处草丛中，见到
了孩子的衣服和裤子，却不见孩
子的身影。“孩子究竟去哪儿
了？”夫妻俩不敢再往下想，顿时
眼泪就流了下来。

据个旧市政府新闻办6月
23日通报，22日晚，搜寻人员在
杨家田水库边找到3名学生的
衣服和2名学生的电动车。23
日18时50分，搜救人员在该水
库打捞起5具尸体。经家属辨
认，正是失踪的5名孩子，马某、
普某、张某和李家兄弟俩。

后经了解，5名孩子都是红
旗小学的学生。通报中，5名小
学生的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

事发 | 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溺水身亡

李倮木说，后来他了解，事发当天，其实有8个孩子一起去水库边玩，孩
子究竟是游泳还是失足溺水，目前仍没有一个准确说法。“5个孩子都是男
孩，涉及4个家庭。我家两个娃娃，大的9岁，是红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小
的8岁，是红旗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政府给每个孩子3万元补贴。目前，我家一分钱都没要！”李倮木说，
他找水库管理方——个旧市自来水公司协商，也没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就
将个旧市自来水公司和市水务局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等共48万余
元。

李家人认为，杨家田水库在个旧市郊区，周边人员多，与学校只有一路
之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两被告作为水库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没尽到合理
的安全保障义务，未设置警示标识、未采取防护措施，虽有人员管理，但对
孩子戏水、游泳的行为未制止。事故发生后，也未及时发现，耽误了抢救时
机。最终造成孩子遇难。“两被告应为遇难孩子埋单。”

李家兄弟父母：
自来水公司得
赔死亡赔偿金

“两被告应为遇难孩子
埋单”

8月14日，该案在个旧市法
院开庭审理。

针对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
问题，自来水公司认为，他们在
水库边设立了禁止游泳标识
牌。是家长未尽到监护义务，他
们没有责任。水务局也称，涉事
水库不属于他们管理，所以不应

承担责任。
自来水公司提出的“尸体污

染费”成为庭审的一个焦点。反
诉方坚持反诉状中的理由。而
原告方代理律师北京大晨（昆
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认为，他
们并不否认溺水事件发生后，尸
体和打捞尸体都给水质带来影

响，也给被告方带来了实质性经
济损失。但法律遵循的原则是
公平正义，自来水公司的诉讼请
求违背了法律的公序良俗原
则。另外，这样的诉请似乎有些
不近人情。

该案未当庭宣判。L
据春城晚报

庭审 | 水体污染费该不该赔成焦点

开庭的前两天，李倮木突然接到通知称，个旧市自来水公司向法院提
起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8900多元。

为何向遇难者家属索赔“尸体污染费”？在该公司反诉状上的理由是，
李倮木作为其中两名孩子的监护人，没尽到监护义务，致两未成年人违反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擅自在个旧市饮用水源地的杨家田水库戏水，不幸身
亡。该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地，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游泳等在内的一切可
能污染水质活动。

反诉人称，他们在水库的醒目位置作出了相关管理公示、禁止游泳公
告和标识等，并安排专人每日巡查。

反诉状中称，有网友事发后一周都不敢喝水，还要求被反诉人赔偿。甚
至有市民质疑水库供水安全问题，要求自来水公司对水库的水进行弃水处
理。事发后，该公司对水质进行了长达4天的消毒处理，并从6月28日到7月
31日进行了弃水处理。两未成年人的行为影响了个旧市的正常供水秩序和
供水利益。被反诉人作为两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承担这部分损失。

自来水公司：
遇难者家属
要赔水体污
染费
反诉人称，之所以
这样做，目的就是
为了防止类似人身
伤 亡 悲 剧 再 次 发
生。

反诉 |

起诉 |

近百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被套取或挪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7
日对一宗抢劫杀人案宣判，认
定指控原审被告人陈传钧犯抢
劫杀人罪证据不足，本着“疑罪
从无”的刑法精神，宣告被告人
无罪。

2001年9月25日6时许，
东莞市一杂货店老板娘方清花
突然被人从背后袭击，失去知
觉。随后，歹徒进入里面卧室，
用铁锤猛击熟睡中的店主方允
崇的头部和他两个女儿。歹徒
随后取走店主装有500元现金
的钱包后逃离现场，共造成一
死三重伤。

8年多后，2010年4月23
日，犯罪嫌疑人陈传钧被缉拿
归案。2011年12月19日，东
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抢劫
罪判处被告人死刑。陈传钧不
服，以没有实施犯罪为由提出
上诉。之后该案件历时近五
年，经过二审、重审和再次二
审。

广东省高院刑四庭法官、

该案承办人石春燕表示，当初
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是有
一定的证据支持的，比如有多
个证据证明被告人陈传钧发案
时在现场出现。但是现有证据
达不到确实、充分，并且排除合
理怀疑的程度，比如被害人方
清花作为该案唯一幸存的成年
被害人，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
实施抢劫犯罪。

负责该案的广东省高院刑
四庭庭长郑岳龙说：“在对于上
诉人陈传钧是否本案真凶既无
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两难局面
下，人民法院应恪守证据裁判
规则，本着‘疑罪从无’的刑法
精神，宣告被告人陈传钧无
罪。”

郑岳龙还表示，宣告陈传
钧无罪，不等于该案的犯罪行
为和刑事责任消失，该案欠缺
的证据链条一旦出现新的弥补
和完善，司法机关还可再次启
动司法程序，严惩罪犯。L

综合新华社等

广东高院遵从“疑罪从无”
抢劫杀人嫌疑人从死刑改判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