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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
祖德、 刘信达侵害名誉权， 案件经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判决：

被告宋祖德、 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
的名誉侵害； 在判决书生效

10

日内，

在
4

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
6

家报纸
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
的声明；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精神损
害抚慰金总计

28

万余元。 二被告不

服， 提起上诉。

2010

年
2

月
1

日，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面对法院生效判决， 二被告置若罔
闻， 拒不执行。

5

月
19

日， 静安区法院
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 责令宋祖德在

5

月
24

日下午
1

时到法院报到， 履行义
务， 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 当日， 宋祖
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 到法院交
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 以敢
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 著称。 我
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 确实说得
痛快淋漓， 敢怒敢言， 无所顾忌。 当时
我还说， 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
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
私权， 而在于保护名誉权。 怎样区分两
种侵权行为的界限， 在于毁坏的是权利
人的评价， 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 本
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 的不是事
实， 而是捏造， 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
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 因此，

这就不是涉及隐私， 而是涉及评价。 原
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
誉权， 证据充分，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
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 承担侵权责任，

适用法律正确， 受到各界的支持。 针对
被告“绝不道歉、 绝不赔钱， 绝不改

变” 的态度， 限令宋祖德
5

月
24

日到庭
履行判决。 最终， 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
诚认错， 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 一方面缺少必要的
批评， 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
雷， 拒绝接受。 依我所见， 第一被告敢怒
敢言， 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 针砭时
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
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 或者无中生有地
诽谤他人。 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
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
地诽谤他人。 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
他人， 或者暴露他人隐私， 都构成侵权责
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社会欢迎直言批
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
的恶行。 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
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
侵权人认识错误， 认真执行生效判决。 这
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1992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 陈绍
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 中共广
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
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
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2959.5

万余元。

2010

年
7

月
23

日，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
基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陈绍基未
提出上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 落马
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
过之者也不在少数。 但在

2010

年，陈绍
基案仍然引人注目， 恐怕是因为以下两
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
2010

年全国范围内
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
东改革开放

30

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
高官。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定期宣布
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
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
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
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
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
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
案的审结， 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
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
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
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
特征值得关注。 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

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
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
权钱交易， 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
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
下文。 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
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
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
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
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内
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
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
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 这种系统性腐败行
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
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
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
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
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
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
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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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④

河南平顶山 9·8矿难案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夏侯名华、夏佐龙：本院受理原告张志伟诉你民间借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宝
安区人民法院公明法庭一楼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湖南三全元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三全元大酒店有限公司、彭

胜：本院受理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
诉原审被告湖南三全元实业有限公司、湖南三全元大酒店有限公
司、彭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 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湖南
]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侯马市亨丰贸易有限公司、 侯马市天瑞鸿焦铁有限公司、

侯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鑫炉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侯马支行与被申请人侯马市亨丰贸易有
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侯马市天瑞鸿焦铁有限公司、

侯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鑫炉料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申字第
928

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昱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王建军、张志忠、刘志明、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驻深圳办事处：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深圳市
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商务厅与被申请人中
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市昱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王建军、张志忠、刘志明、西藏自治区商务厅驻深
圳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提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哈尔滨避风港茶楼、张秀萍：本院受理原告哈尔滨女王美
容示范中心诉被告哈尔滨京谷餐饮有限公司及你方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0

）南
民二初字第

61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华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湖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诉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华
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公告向你公司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本院（

2010

）长中立民初字第
0063

号民事裁定书及湖
南省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服本院（

2010

）长中立民初字
第

0063

号民事裁定书的民事上诉状副本一份。 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内。

对（

2010

）长中立民初字第
0063

号民事裁定书的上诉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凤云：本院受理朱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泰海民初字第
242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王志龙、刘万志、李方林（李芳林）、李少玉（李绍玉）、孙德

彬：本院受理你们与肖志金、李振国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辽审二民提字第
182

号
民事裁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高平市丹河南路华思特装饰行：本院受理原告牛振堂诉你
行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0

）高民初字第
56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高平市人民法院
罗爱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化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

2010

）博民一初字第
60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博乐市人民法院

叶大树：本院受理原告季雪东诉你及乐安县恒通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

乐安县恒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向我院申请对季雪
东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我院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
鉴定，目前鉴定已完成。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福建义成司法鉴
定所鉴定意见书及被告提交的证据。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本院领取鉴定意见书和证据，逾期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

福建
]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金龙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天恒木业制

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海瑞塑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查封抵押被执行人黑龙江
省金龙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利民镇玉田村孙花屯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现向你二
公司公告送达哈国信鉴字第（

2010

）第
20

号司法鉴定书。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内，自行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新大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刘先华
与你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烟台市诚信房地产评
估事务所对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

1000

号西
1-12

号房地
产（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55.93

平方米， 地上一至二层建筑面积
110.91

平方米） 一处进行市场现值鉴定。 现已作出诚信涉案
房（

2010

） 第
00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同时本院已作出
（

2009

） 外执字第
310-1

号执行裁定书， 现予公告送达，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司法鉴定书有异议， 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 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 逾期未申请
重新鉴定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因北京泽原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公司财产不
足清偿债务，且债权人无法协商确定清偿方案，故强制清算程
序无法继续进行。 泽原公司清算组及有关权利人可依法提出破
产清算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之
规定，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裁定终结北京泽原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因北京宫羽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无法全面清算，依法规
定，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裁定终结北京宫羽数字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玉才申请宣告汪余波死亡一案，经查：汪余波，

男，

1955

年
11

月
19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20221195511192718

，

汉族，吉林省永吉县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前阳镇前阳村十三
组，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在随丹渔捕
3003

号渔船出海作业时，

不慎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
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汪余波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长利申请宣告王宝死亡一案，经查：王宝，男，

1972

年
12

月
17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1062119721217237X

，汉
族，辽宁省凤城市人，原住辽宁省凤城市爱阳镇新开村一组

27

，

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在随“辽丹渔运
55639

” 号渔船返航时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王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增波申请宣告张燕平（曾用名张平）死亡一案，

经查张燕平，女，

1946

年
11

月
18

日出生，汉族，住丰台区东铁
匠营街道顺一条

12

号内
6

号。 张燕平于
1997

年
3

月离家出
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燕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杨申请宣告王金和死亡一案， 经查： 王金和，

男，

1953

年
5

月
26

日出生，汉族，居民，失踪前住北京市怀柔区
青春路

60

号楼
504

室。 于
2006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王金和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金来申请宣告廖远寅失踪一案， 经查： 廖远
寅（公民身份号码

512226197303105407

）， 女， 生于
1973

年
3

月
10

日， 汉族， 农民， 原住重庆市奉节县太和乡石板村
15

组
28

号。

2000

年
9

月外出务工，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廖远寅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
依法宣告廖远寅失踪。

[

重庆
]

奉节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洪美云要求宣告其夫洪建芳（男，

49

岁， 汉族，

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洋坂里
223

号
701

室， 自
2003

年
11

月
23

日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 失踪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

特发出寻找失踪人洪建芳的公告。 公告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 三个月届满， 本院将依法作出裁判。

[

福建
]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1

月
6

日（总第
48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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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
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
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
供。 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被起诉。

2010

年
1

月
8

日，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
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
人贿买警察作伪证， 其行为妨害了司法

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 已构成辩护人伪
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
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

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 撤销了一
审判决的量刑部分， 以李庄犯辩护人伪
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 辩护
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
进。 近年来， 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
被人们所意识到。 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
下

,

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

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
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 是法治发达程度
的一个直接标志。 这种观念， 在刑事裁
判当中， 尤为辩护人所青睐。 因为， 司
法实践当中， 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
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 但在程序上则很
容易发现问题。 而且， 这种问题对于案
件的审理来说， 往往是致命的。 实践当
中， 常有这种情况： 客观上确实发生了
某种被害， 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
上的疏忽， 被辩护人抓住不放， 结果导
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 或
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

最后不了了之。 因此， 在程序上做文

章， 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

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
法环境之下， 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
高， 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
度， 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
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
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 多大程
度上可行， 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执
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 将司法
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
至放大， 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

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 李庄律
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 在本次
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 反而使自己处
于被动地位的结局， 就是明证。 这恐怕
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
可开交， 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
闹的根本原因。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
导“同好游戏” 的

QQ

群， 组织了数次
所谓的“同好游戏”。

22

名被告人通过
马尧海建立的

QQ

群结识， 结伙进行聚
众淫乱活动。

2010

年
5

月
20

日， 江苏
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22

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 其中， 马
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其

余
21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
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 或免予刑事处罚。

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
事实不持异议， 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
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 持有异
议。 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 依法
维持原判。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
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 也涉及
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 秦淮区人
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
问题。

首先， 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
“性聚会” 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
成特征。 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
成要素展开， 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

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尤其是判决对
“公共秩序” 不是“公共场所秩序”、

“公共生活” 不是“公共生活场所”

的解读， 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
嚼字， 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
识出发， 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 同
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
的主要特征， 把握非常精当， 认定

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 体现了法官较
高的刑法理论水平， 显示其重要的理论
价值。

其次， 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
“性聚会” 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

马尧海等人“性聚会” 通过现代传媒方式
联络， 其影响广， 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
的稳定， 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 而且对社
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
（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 现阶
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 性
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 但性行为也历来
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 马尧海
等人被定罪量刑， 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
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判决， 不仅
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 而且对司法机关类
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
李新军等

4

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 拒
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 责
令停工整改等规定， 在明知矿井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 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
重大事故的情况下， 反而指使他人破坏
瓦斯传感器， 强令工人下井作业， 致

76

人死亡、

15

人受伤。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伪造事业单位印
章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
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判处侯民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
政治权利五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

·

8

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
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
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
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

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
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
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
个罪名具体到

9

·

8

平顶山矿难案件中，

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
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

9

·

8

平顶山矿难
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 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
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 关键在于李新军
等

4

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罪都是过失犯罪，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
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 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 该案中被告人
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 不仅不采取措施解
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
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
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
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
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
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
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对其从严惩处， 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
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
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 必将对震
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
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
2010

年
“唱红打黑行动” 的高潮部分， 也是我国
打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 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作为本案
主角的文强， 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
级别最高、 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
而言， 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他之前， 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
少数。 但是， 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
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

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 在充当功勋显
赫、 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 另
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 充当保护伞的
勾当； 从被抓的当初， 疯狂叫嚣： “你

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 要是判了我死刑，

没那么便宜， 我什么都要说出来， 大家
就等着一起死吧

!

” 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
教育儿子“好好做人、 不要埋怨社会”。

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
相反的呈现， 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
性效果， 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 我国的打黑除恶行
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之
前， 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 挖
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 但都是一些
所谓的小官员， 而很少涉及更大、 更
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 挖出了一批“光
彩照人”、 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 着实
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
心。

2010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 重庆市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
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4

月
14

日，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文强犯受
贿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包庇、 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 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决

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 文强
提出上诉。

5

月
13

日至
14

日， 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 并
于

5

月
21

日作出刑事裁定， 驳回文强
上诉， 维持原判。

7

月
7

日， 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
裁定， 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 文强被
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

201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