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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省部级移送司法机关
4 月 17 日中纪委网站消息称，华润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
查。这是十八大以来第25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据统计，自十八大以来有 25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其中，有8名高官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比如，2013
年8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因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本月初，中纪委称，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因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已经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去年6月23日，
中纪委曾发布郭永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
息。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
究中心主任熊文钊称，官员在被调查时一般先由中纪
委对被调查官员进行双规，即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
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是共产党员在接受
检察机关调查前的党内调查。如果“涉嫌违纪”则被
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进入司法程序最快15天
记者梳理发现，从正式公布官员被调查被双规，

再到进入司法程序，最终法院受理，时间长短不一。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湖

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直到今年 4 月 22 日才发布消息称其已经进
入司法程序，这中间经历了近五个月。

其他 7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高官中，进展速度
最快的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仅15天就从被调
查进入司法程序。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从被
调查到进入司法程序时间最长，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一般刑案进入司法程序后，通常要经过对嫌疑人
进行刑拘、拘捕、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环节，其间可
报审延长时限，最后再报送法院审理。

熊文钊表示，进入司法程序意味着法律介入，不
再是党内处罚。一般来讲，司法程序为期两个半月，
如果案情复杂、证据不足退回则有可能延期。

5人道德败坏7人涉及财物
记者统计发现，包括刚刚宣布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25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有5
人涉及“道德败坏”，其他4人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及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情妇问题”是几人共性。

在进入司法程序的 8名高官中，除了湖南省政协
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及贿选案件以外，其余 7名官员均
存在很多共性，比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和本人或伙同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

熊文钊指出，目前反腐强势有力，已经不再是从
前的运动式反腐，而是开始用法制手段进行稳定反
腐。这将不会是一阵风，官员不应有侥幸心理。

（据《法制晚报》）

据新华社电 记者 4 月 23 日从
深圳市公安局证实，根据群众举报，
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
秽信息，公安机关正在核查中。

公安机关正在开展打击网上
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13日向全社会发布了《关于开展打
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的
公告》，对网上淫秽色情信息进行
全面清查，依法严惩制作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的企业和人员，执法部门
一经查处，即严惩不贷。

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研究
制定《全省打击治理“两盗一骗”犯
罪专项行动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办
法》，规定全省银行业金融系统员
工如果成功堵截电信诈骗，最高可
获得5000元奖励。据介绍，对银行
员工拦截电信诈骗成功的，出台专
门文件认定为见义勇为并专门进
行奖励，在全国还是首次。

办法规定，凡是在 2014 年 3 月
1日至 11月 30日期间，本省或外省
公民在江苏地区见义勇为，积极参
与全省打击治理“两盗一骗”犯罪
专项行动且事迹突出的(履行法定
职责的除外)公民，省和各地见义勇
为基金会将分别予以奖励。奖励
标准包括：为公安机关提供重要线
索或证据者视情奖励 1000 元至
2000元；破获省公安厅挂牌督办重
点案件的奖励3000元至5000元；协
助公安民警破获爆炸、杀人、抢劫、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事迹突
出的，视情奖励 1万元至 5万元；事
迹特别突出者奖励10万元。

（据《新华日报》）

成功拦截电信诈骗
属于见义勇为

深圳快播
涉黄被查

4月23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湖
南临武瓜农事件”二审在郴州市中
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此前的
一审中，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涉
事的 4 名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 3
年 6 个月至 11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审判决后，4人均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廖卫昌
称，一审判决认定自己构成故意伤
害罪定性错误，自己没有伤害受害
人的主观故意。廖卫昌称，他与被
害人素不相识，客观上没有实施伤
害行为，自己只是推了瓜农邓正加
一下，目的也是为了制止他。

上诉人袁城认为，一审认定事
实错误，自己一直是被动防卫，没
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袁城称，
被害人倒地时他并不在现场。

上诉人骆威平认为，一审判决
认定自己构成故意伤害罪属定性
错误，客观上自己没有实施伤害被
害人的伤害行为，对自己量刑过
重，应从轻处罚。

上诉人夏际玉表示，本案一审
认定的基本事实、定性和适用法律
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并适用
缓刑。

2013 年 7 月 17 日，临武县城管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当地瓜
农邓正加夫妇发生争执，冲突中邓
正加倒地死亡，这一事件广受社会
关注。事发后，涉事城管局工作人
员被刑拘，城管局局长胡郴、党组副
书记邹红卫被免职。（据新华社电）

一名 75 岁的老人，骑电动车时撞
了行人，行人伤无大碍。但老人倒地后
一动不动，行人吓得跑掉了。后来，老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行人属于肇事逃
逸。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民
警将逃逸的行人李某抓获归案，目前已
被刑拘。

4月17日11时56分，交警一大队接
到报警。报警人称，在中山门大街的南
京理工大学校门口对面，一名老人骑车
摔倒在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交警赶
到现场时，受伤的老人已被 120送往医
院急救。报警人称，他没看到老人是如
何倒地的。交警走访得知，老人是撞到
了一名行人后倒地的。据目击者称，老
人骑车由东向西行驶，电动车车头撞到
了行人的腿部，行人无大碍，但老人摔倒
在地。4月18日，老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民警通过大量走访，锁定这名行人
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4 月 19
日，交警一大队民警将行人李某抓获归
案。李某说，事发后，他看到老人躺在
地上不动了，便躲在现场周围观察情
况，发现民警当时没有找到他，他就抱
着侥幸心理继续躲避。目前，李某因肇
事逃逸已被刑事拘留。不过，这起交通
事故的责任，仍在调查处理中。

据交警介绍，对于类似的事故，有
些人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是骑车人撞了
人，所以和行人没有关系。其实，发生
这样的事故，行人应该立即报警，并积
极救助伤者，至于事故责任，要等交警
调查后认定。针对本起事故，交警分析
说，行人李某横跨禁止通行的中央绿
岛，并横穿机动车车道，存在违法行为，
同时骑车人死亡，李某被刑拘是因为涉
嫌交通肇事罪。 （据《金陵晚报》）

湖南瓜农死亡案
昨日二审开庭

北京富商夏克明 8年间伙同弟弟夏克志
等4人连杀8人，其中包括帮他打拼事业的老
情人。为保命，他在被判死刑后两次揭发检
举，又将两个官员“拉下马”，但依然没有如
愿。4 月 23 日，遵照最高法院院长签发的执
行死刑命令，北京市二中院将夏克明兄弟等
人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提及杀人原因，用夏
克明的话说，都是对方知道了点事儿。

50 岁的夏克明曾是一名机关干部，其妻
是一所知名大学的老师，儿子留学海外。
1988 年，他因倒卖火车票被判有期徒刑 3
年。出狱后，夏克明涉足商海，经营外贸进出
口生意，在与情人杜某的共同打拼下，成为千
万富翁。1999 年，夏克明和狱友刘某走私货
物时被天津海关审查，并被监视居住。认为
是刘某举报，同年 12 月，夏克明安排弟弟夏
克志及狱友杨辉、陶纯等人，将刘某劫持到房
山十渡后勒死并碎尸。

此后至 2007 年 1 月间，夏克明与弟弟等
人先后又勒死了 7人并将尸体焚烧或碎尸后
抛至河北，其中包括朋友、生意伙伴、夏克明

多年的情人杜某以及杜某的丈夫。最终因杜
某夫妇的遇害，夏克明等人于 2007 年 3 月被
抓。到案后，陶纯还揭发杨辉杀害妻子并伙
同夏克志抛尸的事实。开庭时，夏克明提及
自己的杀人原因时语气非常漠然，称“都是因
为经济往来或对方知道了点儿事”。对于杀
害杜某，夏克明称：“这些年间杀人的事她都
知道，早晚会从她嘴里跑风。”

2008 年 12 月 4 日，夏克明和其弟夏克志
以及杨辉、陶纯一审均被判处死刑。被判死
刑后，夏克明为自己也为弟弟保命开始连续
揭发检举，先后拉两名官员“落马”，其中一起
就是 1999年被天津海关审查时，向时任天津
海关调查局稽查处副处长、海关稽查能手胡
丛华行贿的事实。胡丛华后因受贿 136万元
获刑 8 年。此外，夏克明在获知自己因涉嫌
信用证诈骗被立案侦查后，为逃避法律制裁，
还先后给予市公安局汪某名士牌手表一块、
红木家具三件及现金 10 万元，总计 15 万余
元。

（据《北京晨报》）

被执行死刑

老人骑车撞行人倒地身亡
行人逃逸被刑拘

最高检 4月 23 日发
布消息，经审查，湖北省原
副省长郭有明涉嫌受贿犯
罪，依法决定对其立案侦
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中
纪委监察部网站 4月 22
日消息称，中纪委对湖北
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
查，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郭有明成为自十八大
以来第8名被移送司法机
关的省部级高官。

据公开报道，十八大
以来，一共有25名省部级
官员被查处，有8名高官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专家称，进入司法程序意
味着法律介入，不再是党
内处罚。一般来讲，司法
程序为期两个半月，如果
案情复杂、证据不足退回
则有可能延期。

十八大以来25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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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移送司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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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富商
9年杀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