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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1506元，
中奖总金额为1858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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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32028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8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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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904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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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6032期

中奖号码：778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458988元
和9320498元。

“排列3”、“排列5”第16032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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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67498517 元,2336966940.1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核心提示 |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由最高人民法院指
令浙江省高级法院再审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2月1日上
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从一审被判死缓，到
再审宣告无罪，陈满等了20多年。而从1992年12月陈满被羁押
至今，已过了23个年头。

2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
人民法院依法对上海福喜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福
喜）、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北福喜）、被告人杨立
群、贺业政等犯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一案进行了一审公
开宣判。

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分别判处两家福喜公司
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澳
籍被告人杨立群等十人均被
判有期徒刑。其中杨立群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驱逐出境。贺
业政等9人被判二年八个月
至一年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8万至3万元不等。上述9人
中有4人适用缓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福
喜、河北福喜均系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被告人胡骏、刘立
杰、张晖分别担任上海福喜厂
长、计划主管和质量经理；被
告人李亚军、张广喜、薛洪萍

分别担任河北福喜厂长、仓储
物流经理和质量经理。被告
人杨立群、贺业政、陆秋艳、杜
平分别担任两家福喜的上级
公司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
司的深加工事业部总经理、运
营总监、计划经理和公司销售
主管，其中杨立群于2013年
12月到任现职。

2013年3月至2014年7
月间，两家福喜生产、销售的
部分食品因不符合百胜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的工艺和原
料要求，被退货或终止订单，
造成相关产品大量积压。杨
立群等人为挽回经济损失，经
商议决定并下达指令，沿用原
处理方案，将上述产品重新加
工包装后继续销售或作为原
料进行生产，致使部分不合格
产品流入市场。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
两家公司先后将百胜公司退
回或库存超过保质期的烟熏
风味肉饼、冷冻香煎鸡排、灯

影牛肉丝等，采用拆除包装、
再加工并重新标注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的方法予以生产、销
售。

法院认定，杨立群、贺业
政、陆秋艳、杜平分别利用担
任的相关职务，根据各自职
责，指令上海福喜、河北福喜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在食品生
产、销售过程中，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实施了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其
中，杨立群、贺业政销售金额
110万余元，两被告单位及其
余被告人销售金额76万元至
16万余元不等，其行为均已构
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
法应予惩处。根据两被告单
位、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
程度，且两被告单位、十名被
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等，法院
依法分别予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L

综合新华社等

2014年山东平度“3·21”
纵火案致守地农民1死3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日对此
案作出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各
上诉人的上诉，主犯王月福被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裁定
驳回各上诉人的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
持原审对上诉人王月福以放
火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上诉人
杜群山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上
诉人李青撤销假释，以放火
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罚金人民币800元。

法院对其他四名上诉人
也维持原判，分别判处6年至
1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6月 18日至 19日公
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院审理查明，平度市凤
台街道办事处杜家疃村部分
村民因征地纠纷，2014年3月
初在一房地产项目施工工地
搭建帐篷阻止施工，多名村民
昼夜轮流值守。时任杜家疃
村村主任的杜群山与时任平
度市经济开发区吴家疃村村
委会主任的崔连国商议，由崔
连国帮杜群山找人对阻止施
工的村民恐吓，后崔连国让被
告人王月福与杜群山联系。

杜群山与王月福先商定
持砍刀恐吓村民，后因时任街
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阻止，
暂停了行动。

因劝说村民工作无进展，
3月20日杜群山又约王月福
见面，二人商定用汽油放火破
坏帐篷，以恐吓村民。王月福
纠集李青、柴培涛、李显光、刘

长伟具体实施。后王月福将
杜群山与其商议用汽油放火
破坏帐篷一事告知崔连国，崔
连国表示反对。王月福解释
只是吓唬后，崔连国未再表
态，亦未进一步制止。

王月福此后将一瓶汽油
送至李青等人租住处，指使当
晚用汽油烧帐篷。3月21日1
时50分许，李青、柴培涛、李
显光、刘长伟驾车到达现场附
近。柴培涛停车等候，李青、
李显光、刘长伟各持一把砍刀
来到有村民值守的帐篷处，李
青站在帐篷口，李显光将汽油
浇在帐篷外侧东南角处的沙
发及帐篷上，刘长伟用打火机
点燃沾有汽油的毛巾扔到沙
发上引燃帐篷，后柴培涛驾车
载三人逃离现场。

当日在帐篷内值守的被
害人耿某某被烧死，被害人李
某甲、杜某某、李某乙被烧
伤。L 综合新华社等

2015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对陈满一案依法进行
了公开开庭审理。浙江省人民检
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执行职务，陈
满及其委托的律师到庭参加了诉
讼。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海南省美兰监狱，依法
对该案公开宣判，认为原裁判认定
原审被告人陈满杀死被害人钟作
宽并放火焚尸灭迹的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
法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

五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
定，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
罪。陈满被当庭释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的规定，对于依照审判监督
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
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
权利。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
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2月1日，
浙江高院宣告陈满无罪后，即已告
知他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L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1992年12月25日，海南省海
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接报，当日晚
8时许在海口市振东区上坡下村
109号房发生火灾，群众及消防队
员在救火时，发现屋内有一具尸
体，尸体大面积烧伤，颈部和身上
有刀杀痕迹，屋内有大量血迹。经
公安机关侦查，死者为被害人钟作
宽，认定本案是四川省富县籍陈满
所为。

1994年2月，海南省海口市人
民检察院以陈满犯故意杀人罪向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
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海口市人民
检察院以原判对陈满量刑过轻，应
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等为由，向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1999年
4月15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裁判生效后，原审被告人陈满
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
诉。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
据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指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
立案再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合
议庭按程序调阅案卷、提审陈满，
踏勘作案现场，认真调查核实有关
证据。为进一步查清案情，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还找到了多名关键证人进行调查
取证等等。

服刑23年后 陈满被改判无罪
其被当庭释放 已被告知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陈满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再审20多年前的案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福喜两公司分别被判罚金120万

致守地农民1死3伤

山东平度纵火案二审 主犯获死刑

2月1日，陈满（右）在宣判现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