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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6月6日专电 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对被告人王
华、孙培国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进行二审宣判。二
审维持原判，并对王华、孙培国的
死刑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王华，又名王银华，涉黑案备
受社会关注，一方面是涉案人员
多、案情复杂，另一方面是现年 58
岁的王华案发前曾先后担任漯河
市政协常委、河南省工商联副主
席、河南总商会副会长等职。

此前，鹤壁市中级法院经审理
查明，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来，被
告人王华以其开办的华颖集团及
多处赌博场所为依托，纠集、组织
有前科劣迹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逐步形成了人数众多、成员稳定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涉案人
员中除多名有前科人员外，还有在
地方政府任职的公职人员。

综合各种犯罪事实，鹤壁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5 年 8 月 10 日公开
宣判，判处王华、孙培国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放火罪等，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孙培超等 17 名从犯
分别被判处死缓、15年至 2年不等
有期徒刑，其中3人适用缓刑。

一审宣判后，王华、孙培国等
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河南省高
级法院今年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
上诉案；6 月 3 日对该案件二审宣
判。

河南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华组织孙培国、方民、朱
文祥、郭保才等10余人形成较稳定
的犯罪组织，通过开设赌场、敲诈
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非法
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敛财数额巨
大，先后实施了放火、赌博、开设赌
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破坏生产经营等一系列违法犯
罪活动，造成两人死亡、7 人轻伤，
在漯河市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
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
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河南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华、孙培国等人的上诉理
由不能成立，依法维持了鹤壁中院
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放火、故意伤害等罪名判处王
华、孙培国死刑，其他被告人死缓、
有期徒刑等刑罚的一审判决，并对
王华、孙培国的死刑判决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复核。

河南总商会原副会长
王华涉黑案二审

据新华社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6日对外发布浙江嘉兴网络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牟利案、江苏镇江和北京“10·
26”特大网络销售侵权盗版图书案等8
起“护苗2016”专项行动案件案情。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护苗2016”专项行动是“扫黄打非”
部门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具体举
措。自今年2月部署开展以来，各地各
部门坚持打防并举，重点整治校园周边
出版物市场和网上“涉黄”突出问题，一
面严厉打击制售、传播非法有害少儿出
版物及信息的活动；一面加强教育引导、
组织开展“绿书签”等系列宣传活动，取
得了工作实效，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公布的8起案件中，浙江嘉兴网络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牟利案涉案 27人，
每天不定时在 QQ 群传播淫秽视频 1
万余部，并收取入群费。涉案 QQ 群
成员 600 余人，涉及全国 15 个省份。
经查证，该 QQ 群内绝大多数成员系
未成年人，部分涉案人员为未成年
人。目前，公安机关已刑事拘留4名犯
罪嫌疑人，取保候审9人。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另外7起案件为：浙江舟山闵某某
等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江苏镇江、
北京“10·26”特大网络销售侵权盗版
图书案；北京新知堂文化公司非法出
版少儿出版物案；湖北黄石“2·18”非
法经营教辅图书案；江苏淮安淮海印
务公司非法印刷中学教辅案；山东济
南“9·24”少儿类出版物侵犯著作权
案；北京宏泰印刷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护苗2016”专项行动第
一批案件公布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
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开发银行原
监事长姚中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

根据教育部令第 33 号，对考试作弊学
生视情节轻重，给予停考 1 至 3 年的处理。
本案中，公安部门协同教育部门，对参加助
考培训的全部考生取消了考试成绩。

刑法第九修正案施行以来，明确将组织

考试作弊、买卖试题和替考等作弊行为纳入
刑法范畴，这为本案的顺利侦破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律保障。本案涉及的11个培训机构
被依法取缔。

（据央视）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是第一个由最高法开庭审
理，最高检派员出庭履行职务的刑事抗诉案件。该案争议焦点
是如何理解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同条第一款法
定刑的问题。该案一审、二审中，法院均以刑法第一百八十条
第四款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为由，认定马乐的行为属于“情
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对此深圳市检察院、
广东省检察院、最高检先后提出抗诉，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
第四款属于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援引同条第一款的全部规
定，对马乐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照“情节特别严
重”的量刑档次处罚。2015 年 12 月 11 日，最高法作出终审判
决，采纳最高检的抗诉意见，改判马乐有期徒刑3年。

该案的抗诉和再审改判，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刑法有关援引
法定刑的基本原则，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同类案件依
法正确处理具有重要影响。

■于英生申诉案和陈满申诉案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
监督职能，通过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方式，监督人民
法院纠正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使蒙冤被告人由死刑改判
无罪、重获公正与自由的典型案例。通过监督纠正上述冤错案
件，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过程中，坚决贯彻证据裁
判、疑罪从无原则，严格把握纠错标准，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
于监督的司法理念和工作要求。

■王玉雷不批准逮捕案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过
程中，重视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严格把握逮捕条件，有效避免冤
错案件发生的成功案例。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秉持保障人权和
惩罚犯罪并重的理念，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切实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加强
对审查逮捕案件的跟踪监督，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推动
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法律追究。（据新华社）

“2016年研究生考试泄题案”告破

打掉11个犯罪团伙

备受关注的“2016年研究生考试泄题案”日前成功破获。湖北警方通报，经过历时4个月的侦
办，挖出了此次考研试题的泄密源头，打掉了长期盘踞在湖北的助考犯罪团伙，处理了涉案作弊考

生。这一案件也是刑法第九修正案施行以来，“组织考试作弊罪”第一案。
据介绍，警方追查到窃题源头，出动了大约120名警力，分别赴河南、郑州、鹤壁、洛

阳、广州等地进行开展侦查，行程近万里，打掉了11个犯罪团伙。

考研英语试题外泄警方连夜追查嫌疑人

2015年 12月 26日是 2016年研究生考试
的第一天，有考生反映，就在英语考试开考前
一个半小时，一份手抄的英语考题答案就已
经流传在考研QQ群、微信群当中。事后经
过核对，答案和考题竟完全一致。考研疑似
泄题，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湖北荆州警方一直在对助考犯罪活动进
行跟踪追查，大量线索指向武汉新生机教育考
试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王某波。考研当天凌晨，
民警突然发现有人向王某波传递考试答案，同
时公安部也紧急通报，有多名犯罪嫌疑人携带

考试的试题和答案，从河南到武汉进行贩卖。
荆州警方立即排查王某波具体所在位置，于考
研当日上午11时许，将正在利用无线电传输设
备发送答案的王某波当场抓获。

通过对王某波随身携带电子设备的数据勘
验，民警发现王某波的答案来源于一个叫陈某的
人，陈某交代，试题和答案来自河南一个团伙。

与此同时，湖北省公安厅抓获了从河南
携带着考试试卷和答案来武汉培训的犯罪嫌
疑人李某、王某等人。

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对查获的 20个

U盘、7部手机展开紧锣密鼓的勘验工作，另
一路对嫌犯展开审讯。

王某交代，试题是从印刷厂窃取的。另
外，进行勘验工作的民警也有重大发现：U盘
中储存的考试试卷，正是 2016年研究生考试
的真题，供述和证据吻合，案情走向逐渐清
晰。2015年 12月 31日，审讯工作又有突破，
嫌犯李某交代，试题是由一个叫罗某的人窃
取的。2016 年 1 月 5 日，在河南警方的协助
下，湖北专案民警分别在洛阳、郑州等地将涉
案的罗某、刘某、孙某抓获。

“弹弓”弹出试题秘密组织培训

2014 年 7 月，犯罪嫌疑人李某在罗某工
作的河南某印刷厂看到印有“高考试卷”字样
的档案袋，得知一些绝密考试试卷在此地印
刷，便萌生了操作考试舞弊的想法，随后两人
多次商议操作此事。2016年研究生考试临近
前，两人再次“密谋”。

2015 年 12 月 15 日，罗某和同伙里应外
合，一个负责使用类似弹弓的弹射装置传送
存有试卷照片的内存卡，一个负责在外接

应。考研前夕，李某拿到了内存卡，他在郑州
设立楚博教育有限公司开始招录培训人员，
但只招收到 20多名学生，牟利与预期值相差
巨大。急不可耐的李某将目标瞄准了考试大
省湖北，他在网上联系到在武汉当地的陈某，
商量合作。

陈某拿到了两门考试的试卷，开始在武
汉组织培训。据交代，为了保证培训内容不
外泄，所有进场人员都要接受金属探测器的

检查，培训现场留存的纸张等资料在培训结
束后全部被撕碎冲入下水道中。2015 年 12
月25号晚上8点，也就是考研前一天，犯罪嫌
疑人胡某参加了这场“秘密”培训。

2016研究生考试当天凌晨3点多钟，胡某
将偷偷从培训现场带出来的考试试卷和答案通
过手机发给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波，被警方截
获。顺着王某波这条线索顺藤摸瓜，警方端掉
了盘踞在湖北长期从事助考犯罪活动的团伙。

作弊考生全部取
消成绩，11个涉案培
训机构被取缔

结
果

最高检发布陈满申诉案等第七批指导性案例

最高检日
前下发通知，发
布马乐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
案、于英生申诉
案 、陈 满 申 诉
案、王玉雷不批
准逮捕案等第
七批共 4 个指
导性案例，对检
察机关依法履
行法律监督职
能，加强对刑事
判决、裁定和侦
查活动的监督
进行指导。

最 高 检 有
关负责人表示，
本批指导性案
例的发布，对于
指导地方检察
院牢固树立正
确监督理念，依
法、准确履行法
律监督职能，实
现司法公正具
有重要意义。

啥算“情节特别严重”？
比照这个案例看看

600人QQ群涉黄
多数系未成年人

国家开发银
行原监事长姚中
民被调查

维持死刑判决

王华在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