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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

陕西 !华南虎照

片事件" 近日真

相 大 白 # !纸 老

虎"现形$周正龙

被捕 $

!"

名公务

人员受处理% 然

而& 公众对这一

事件的质疑仍未

停止& 陕西省有

关部门对此事的

反思也在继续%

一位秦岭深

山中的农民 &为

什么能够轻易愚

弄 各 级 政 府 部

门& 最终欺骗全

国乃至世界' !周

老虎" 迟来的真

相&刺痛的不仅仅

是因此受处理的

公务人员&它对各

级政府如何依法

行政$如何提高政

府公信力$如何应

对热点事件等&留

下许多值得思考

的东西%为了从法

律上对周正龙所

犯罪行予以讨论&

本报邀请了有关

法律专家$ 法官$

检察官对此进行

了说法((

阅读提示

!""#

年
$

月
!%

日上午! 陕西省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华南虎照片事件#调查

处理的有关情况$

备受公众和媒体关注的 "华南虎照片事

件%!经过监察&公安机关艰苦细致的工作!已

经有了明确结果$ 经查实!周正龙拍摄的"华南

虎%照片是一个用老虎画拍摄的假虎照$ 周正

龙已经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报请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法庭即将开庭审理"""作者注#!

经省政府批准!省监察厅决定撤销省林业厅作

出的"经鉴定周正龙提供的华南虎照片是真实

的%和"对周正龙奖励两万元%的行政决定!对

省林业厅和镇坪县
&'

名相关公务人员作出了

严肃处理$

现经查实!周正龙拍摄虎照是用虎画拍摄

而成$ 根据周正龙的交代!

!""$

年他在为省华

南虎调查队做向导期间! 听虎调队队员讲!如

果能拍到华南虎的足迹&粪便&毛发!便可得到

千元至万元的奖励' 拍到活体野生华南虎照

片!就可得到
&""

万元以上的奖励!这对其触

动很大$ 特别是去年
#

月前后!镇坪县政府因

周做虎调队向导成绩突出!给其颁发了荣誉证

书和
&"""

元奖金!更加刺激了周拍摄虎照!获

取利益的欲望$ 在此心理驱使下!周萌生了拍

摄假虎照!骗取钱财的想法$

此后!他就以给其堂哥的儿子治精神病为

由!委托数名村民!寻找老虎画$ 去年
%

月中

旬!受其委托的邻乡村民彭某!在同村的曹某

家寻得老虎画
&

幅!交于周正龙$ 周将得到的

老虎画!顺着老虎图案进行折叠!将多余部分

折到老虎图案背后!用胶带纸粘贴!分别于去

年
%

月
!(

日&

&"

月
'

日两次拍摄假虎照$

%

月
!(

日下午!周正龙来到神州湾艾蒿坪

附近!将折叠后的老虎画放置在草地上!用随

身携带的傻瓜相机进行了拍摄$ 但因相机质量

低劣!且淋雨受损!未能冲洗出成形的假老虎

照片$ 此后!周正龙以拍摄虎照为由!向其妻的

堂弟&镇坪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借用了佳能

牌数码相机和长城牌胶片相机各
&

部$

&"

月
'

日上午!周正龙来到神州湾!经长

时间寻找!在马遭于林区发现了一个地势相对

平坦!地面杂灌木丛生!覆盖大量落叶杂草的

地方!便将其作为拍虎地点$ 周将上次拍假虎

时使用的折叠后的老虎画放置于一棵小树前!

用树叶遮盖住了老虎画的边缘!并于下午
)

时

'"

分左右!从近远不同的位置!用胶片相机和

数码相机交替拍摄了假虎照$ 下午
*

时左右!

周拍照结束后返回$ 晚
#

时左右!周回到家中!

将拍到"华南虎%的消息电话告诉了谢坤元!并

于次日将相机交给谢坤元冲洗$

照片洗出后!周于
&"

月
&!

日!参加了省

林业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当场获得
!

万元奖

金$ 今年
)

月初!周正龙在本村村民易某的帮

助下!用事先制作的木质虎爪模具!在镇坪县

北萆坡的雪地里! 捺印假虎爪痕迹后拍照!仍

企图继续行骗$

根据周正龙的供述!公安人员从其家中提

取了其去年
&"

月
'

日拍摄假虎照时所用的老

虎画和木质虎爪模具一个!从为其提供老虎画

的曹某家中提取了同时购买的另一幅相同的

老虎画$ 鉴于周正龙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诈骗

罪!犯罪事实清楚!公安机关将按照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
&

月
&)

日
+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分

别受理了义乌市威斯特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诉

"华南虎% 拍摄者周正龙与陕西省林业厅宣传

中心主任关克名誉权纠纷案件
+

并将诉讼文书

分别送达两名被告人$对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
+

周正龙拒绝签收$针对周正龙的拒签
+

义乌市法

院又委托陕西省镇坪县法院将材料送达周正

龙
+

之后
+

周正龙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义乌市法院

驳回$

周正龙不服
+

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称
+

本案涉及的华南虎照事件经全国多家

媒体的广泛介入
+

已属于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事

件
+

超出了原审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 原审法

院认为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不属于异议审查

范畴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
+

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三条规定
+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

辖区内一审案件的级别管辖提出意见
+

并报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本辖区内一审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
+

结合状

告周正龙侵犯名誉权一案的实际情况
+

本案由

义乌市人民法院管辖符合级别管辖的规定$上

诉人提出的级别管辖异议不能成立
+

不予支

持$上诉人周正龙对于被上诉人义乌市威斯特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提出

的异议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畴
+

可在审

理过程中予以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裁定$

据悉!周正龙案件即将开庭审理!人们拭

目以待$ )本报根据多家媒体整理*

可以指控周正龙涉嫌诈
骗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吴金鹏)河南省高级法院一级法官*

对于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犯罪报请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的周正龙$根据网上所说周正龙的犯

罪事实$可以指控周正龙构成诈骗犯罪% 有一点

要强调$刑法中的诈骗犯罪有一个要件是骗取财

物% 根据陕西公安人员介绍的情况$周是有获取

财物的主观意图的$ 后来也实际获取了财物$表

现为奖励% 因此$这一指控是能成立的%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

私财物的行为% 陕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布的资

料$ 揭示了周正龙伪造华南虎照片的过程$符

合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 周正龙贪财起意$但

陕西省林业厅发给其两万元奖金是否还有其

他因素& 是纯属周正龙骗取所致还是有其他因

素& 哪些应该由周正龙本人负全责& 哪些不应

由周正龙承担全部责任& 这都涉及到周正龙行

为的定性与处罚问题$需要彻底查清%

周正龙以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犯罪嫌

疑人并提请检察机关批捕$接受审判并承担应

有的法律责任$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法治的

程序性要求% 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宪

法和法律所赋予周正龙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乃至罪犯的合法权益% 当前$尤其要保障周

正龙的人身安全和真正(如实)交代问题%

陕西省司法部门应回避

唐振军 )河南省检察院检察

官* 在(虎照事件) 中$镇坪县有

关部门不按程序办事$有严重的失

职行为% 为严肃行政纪律$规范行

政行为$陕西省及安康市监察机关

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作

出了开除'记过'撤职'免职'警告

等行政处分%陕西省林业厅
!

名相

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行政处分%

在 (虎照事件 )中 $涉及到很

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都有

玩忽职守行为$ 因而受到各种形

式的行政处分% 这些人是否涉及

刑事责任$ 是否有人要按玩忽职

守罪被追究$ 这里关键在于怎样

理解和评价 (虎照事件) 的损害

后果% *刑法+中的玩忽职守罪是

要求有损害后果的% 虽然直接人

身或经济损失不明显$ 但从负面

社会舆论严重' 政府形象受损角

度看$应该认为 (虎照事件 )有严

重恶劣的社会后果% 而且$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关于渎职侵权犯罪

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规定 $(严

重损害国家声誉$ 或者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属于重大损失%

从这个角度看$(虎照事件)是

造成重大损失的$相关人员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

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

年以上

(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虎照事件)后

果特别严重$给中国政府形象和诚

信体系造成重大损害$这种损失无

法评估% 如不严处$很难遏制和杜

绝类似造假事件重演%

应追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卢凯鹏
#

荥阳市检察院检察

官
$

农民周正龙的假(华南虎照片)

之所以被鼓吹成真新闻$ 与当地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行

为有很大关系%从我国法律上看$不

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

的特定法律义务$ 能够履行而不履

行的危害行为% 上述有关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受到依法处理$

即是不作为行为的结果% 就整个事

件而言$ 不可能是周正龙一人之力

导演闹剧$ 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犯罪

行为%陕西省司法部门应回避$由公

安部指定公安机关侦查$ 最高检指

定检察院侦办起诉$ 并由最高院协

调异地审判% 这样既能保证司法独

立'审判公正$也保证了周正龙的权

利$还事实以真相%

周正龙目前以诈骗罪被批捕$

案件即将审理$如果是有组织犯罪

不应该只追究周一人$还应对其他

人员进行查处$尤其是涉嫌利用照

片诈骗国家林业局
&"""

万元拨款

的犯罪团伙%

周正龙构成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值得商榷

王红梅 )荥阳市检察院检察

官* 周正龙是以构成诈骗罪和非

法持有弹药罪被提起公诉的% 网上

和社会各界对这两个罪名发表意见

颇多% 为此$笔者也说两句%

首先$ 周正龙构成诈骗罪的

话$必备的要件似乎勉强% 因为$

根据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

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的行为% 从它构成的客观要件上

看$本罪表现为使用了欺诈方法$

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欺

诈行为有两种表现, 一是虚构事

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

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认识$ 并作

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或

者说被骗者把财物交给行为人不

是真心自愿的$ 而是受骗的% 因

此$ 不管是虚构' 隐瞒过去的事

实$ 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

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就是一种

欺诈行为% 但是$实践中认定诈骗

罪的成立$还不单单是实施了欺诈

行为就断定构成了诈骗罪% 因为$

欺诈行为还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

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才行% 而

本案的行为人周正龙拿的假 (虎

照)忽悠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有关

政府机关% 难道一个农民能骗住

国家机关吗& 所以$很显然$本案

如果构成诈骗罪的话$与有关政府

部门的失职行为关系密切% 不应

把罪行一味推到行为人身上%

另外$对于周正龙犯有(非法

持有弹药罪)问题众人也有不同意

见,有的说本罪与 (假虎照 )案无

关$不可也拿来治周正龙的罪% 也

有的说$持有几十发子弹并不算太

多$交出来即可$何必要按罪处罚

呢& 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案情

圆桌

魏轩 )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

区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 * 我国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

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这说明$涉及武器弹药罪受刑是比

较严重的%如果涉及的情节严重$受

刑更重%那么$非法持有多少弹药就

可以构成犯罪呢&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

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

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

存军用子弹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五

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

发以上的 )就构成此罪%所以$周正

龙非法持有
%"

余发军用弹药$显然

构成了(非法持有弹药罪)%

周正龙!非法持有弹药罪"属情节严重

周正龙拍的假虎照 资料图

警方展示周正龙拍照用的虎图 资料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