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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杀医案终审维持原判
被告人王运生获死刑

本报上海 4 月 2 日电 （记者
卫建萍 通讯员 严剑漪 沙 洵）
在去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已将接受一定金融服务的消费者纳入

该法保护范围。 那么， 这个领域的案
件情况怎样， 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重
视， 作为消费者如何依法保护自身权
益？ 在今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
的金融审判专项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
高院依托 4 年来近 6 万件一审涉金融
消费者权益案件的详细资料， 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 并力求
对金融机构、 监管部门、 消费者给出

较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注意到，包括上述《涉金融消费

者权益案件》专项分册在内，上海全面通
报了 2013 年度上海金融商事和刑事审
判情况。 通报采用发布白皮书和典型案
例的组合形式。 其中，7 份白皮书有统有
分，分别是金融商事、刑事 2 个综合性报
告，以及涉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涉
金融消费者权益案件和涉信用卡犯罪案

件等 5 个分册。 同时发布的还有金融商
事 10 大案例和金融刑事 10 大案例。

据介绍， 2013 年上海法院受理的
金融案件有升有降， 其中商事案件涨逾

三成， 刑事案件降近四成。 金融一审商
事案件收案数 31065 件 ， 同比上升
34.4%， 涉案标的总金额为 447.5 亿元，
同比上升 132.35% ， 涨幅均为历年最
高。 金融刑事案件数和被告人数则同比
下降 39.5%和 34% ， 为 1229 件 1517
人。 在已结案件中， 信用卡诈骗占全部
金融犯罪的八成以上， 其中以恶意透支
型诈骗占绝大多数。

记者还了解到， 当前金融商事案件
的涉众性日益增强， 主要集中在证券和
保险领域。 “涉众性” 的特点在金融刑
事案件中也同样显现。

上海发布金融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
首次对 4年来涉金融消费者权益案件全面分析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肖文淑 姚贤辅） 4 月 1 日， 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衡阳 “4·28” 杀
医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2011 年 5 月，被告人王运生被医
院确诊患有肺结核，随后，在衡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陈妤娜为其主治
医生。其间，王运生对治疗效果不满，多
次与陈妤娜发生争执。 出院后，王运生
认为自己病情恶化，便将原因迁怒于陈
妤娜，遂起意报复。 2012年 4月 28日，
王运生戴口罩，携带匕首进入衡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住院部，对正在伏案写病历
的陈妤娜头部、颈部、胸腹部等处连刺
二十余刀，致陈妤娜当场身亡。

2012年 12月 21日， 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运生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运生以被害人
陈妤娜存在医疗过错， 对于案件的引发
具有一定的责任， 司法鉴定中心认定其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依据不足 ，
鉴定程序违法为由，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

3 月 26 日， 湖南高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此案。 湖南高院经审理认为， 王运
生因对治疗效果不满而迁怒主治医生陈

妤娜， 在医院公然行凶持刀捅刺被害人
陈妤娜， 致陈妤娜死亡， 其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 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
适当， 全案审判程序合法， 故作出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的裁定。

本报天津 4 月 2 日电 （记者 张

晓敏 ） 最高人民法院追授石玉波同志
“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表彰大会今天
在天津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出席大会并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周强出席
大会，向石玉波家属颁发证书并讲话。

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散襄军主持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 副院长李少

平，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
任徐家新， 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
部长尹德明，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段
春华， 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成其
圣，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
长高憬宏出席大会。

石玉波同志生前任天津市蓟县人民

法院上仓人民法庭副庭长。 2012 年 12
月 7 日， 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梗倒在工作
岗位上，经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37

岁。 石玉波同志多年扎根于基层人民法
庭，把公正、高效、廉洁、为民作为工作准
则，忠诚履行职责，共审结案件 1930 件，
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矛盾激化。
他针对基层特点总结出的“三快、三多、
四心”工作法，既有效化解了当事人之间
的恩怨， 又架起了与群众心灵相通的桥
梁，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孙春兰在讲话中指出， 石玉波同志
是全市政法干警的杰出代表， 也是基层

干部的优秀典范， 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的榜样。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
释了 “忠诚、 为民、 公正、 廉洁” 的政
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践行了 “人民法官
为人民” 的宗旨。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
别是政法战线党员干部要向石玉波同志

学习， 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 好干
部、 好法官。

孙春兰强调， 要学习石玉波同志对
党忠诚、 为民司法的理想信念， 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 全市各级政法机关要以石玉波同
志为榜样， 牢牢把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一核心价值追求，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
理念， 进一步破解立案难、 诉讼难、 执
行难问题， 完善立案、 审判、 执行等环
节的便民利民措施。 要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 ，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制
约，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推进司
法公开， 增强司法透明度， 让司法在阳
光下运行。 要学习石玉波同志甘当 “平
民法官” 的宗旨意识， 切实增强做好群
众工作的能力。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像
石玉波同志那样 “穿布鞋 、 接地气 ”，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密
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在感同身受中
不断增进同群众的感情， 在换位思考中
打牢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 在深入细致
工作中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要主动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研究把握群众工作
的特点和规律， 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渠
道， 完善走访联系群众工作机制， 真正
做到情况掌握在基层 、 问题解决在基
层、 矛盾化解在基层。 要学习石玉波同
志敬仰法律、 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 建
设一支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要把学习
石玉波同志先进事迹同开展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大力
弘扬焦裕禄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 “三严三实” 的要求， 切实解决 “四
风” 问题。 陴下转第二版

最高人民法院在天津召开表彰大会

追授石玉波“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孙春兰周强出席并讲话

本报天津 4 月 2 日电 （记者 宁

杰） 4 月 1 日和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在天津调研。 周强先后来到天津
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 亲切慰问干警， 深入了解法院执法
办案、 司法为民等工作情况， 并与在津
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进
行座谈。 周强指出， 各级法院要始终围
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牢牢把握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 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为平安中国、 法治
中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李少平，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主任徐家新， 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
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散襄军，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憬宏等参加

调研。
周强十分关心司法便民工作， 每到

一地， 都向干警和当事人详细询问了解
诉讼环节的复杂程度、 便捷与否。 在西
青法院中北镇人民法庭， 周强问接待立
案的法官 ， 老百姓来立案需要多长时
间？ 在得知一般只要 20 分钟就可以办
完全部立案手续后， 周强予以肯定并表
示，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
法院要想方设法不断提高司法便民利民

程度 ， 让老百姓打官司更方便 、 更快
捷。 在西青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 一位
民工要向周强反映情况， 周强当即驻足
认真倾听。 这位民工反映， 单位拖欠工
资不发， 但单位注册地不在天津， 他不
知道怎么起诉。 周强当即要求法院进一
步核实情况， 依法提供帮助。 在西青法
院调研结束时， 周强还不忘此事， 叮嘱
西青法院院长王瀚， 要跟踪了解、 妥善
处理， 切实维护这位民工的合法权益。

天津高院在全国率先建立诉讼服务

中心， 近年来作为司法服务的窗口发挥

了很好的便民利民作用。 在天津高院的
诉讼服务中心， 周强与正在办理手续的
当事人、 律师亲切交谈， 征询意见、 建
议。 一位申请再审的当事人称赞裁判文
书上网的做法非常好 ， 是革命性的做
法。 律师田金龙建议， 法院应在开展预
约立案 、 主动通知当事人方面加大力
度。 周强表示， 诉讼服务和其他服务一
样， 需要不断改进。 司法为民是篇大文

章， 法院要加强探索， 不断创新便民利
民举措，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
务。

在天津高院 ， 周强主持召开座谈
会， 与全市三级法院干警和全国人大代
表龚克 、 李朝兴 ， 全国政协委员孙太
利、 潘庆林等进行深入交流。 对代表、
委员的意见、 建议， 周强仔细倾听、 认
真记录， 对他们对法院工作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
� � 周强表示， 近年来， 天津法院坚持
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狠抓
执法办案工作 ， 不断加强法院队伍建
设， 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走在全国
前列 ， 今后要继续开拓创新 、 服务大
局， 为促进平安天津、 法治天津、 美丽
天津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陴下转第二版

周强在天津调研时强调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为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12 年 12 月 7 日 ，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大
雪。 天寒地冻， 北风凛冽。 前一天晚上， 得重感冒
已经有 20 多天的石玉波加班写裁判文书， 很晚才
躺下， 断断续续地咳嗽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
时， 窗外还是漆黑的。 妻子李艳光知道他要上班
去 ， 就关切地问他 ： “好点了吗 ？” 石玉波说 ：
“没事， 就是胸有点闷。” “不好受就歇天班， 去医
院瞅瞅。” 石玉波说： “没事。”

这两个字， 李艳光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这么多
年， 遇到头疼脑热让他歇一天， 他总是说 “没事”。
然而， 李艳光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天这句 “没事”，
竟成了夫妇的永诀。 下午 3 时许， 正在接待当事人
的石玉波突发脑梗， 经全力抢救无效， 生命凋零在
风华正茂的 37 岁。

噩耗传来， 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早早地守候在高
速公路出口， 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来接他们的儿
子———石玉波回家。 石玉波的遗体在家安放了三
天， 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 火化那天， 一大
早，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又自发赶来， 在告别大厅，
100 多名父老乡亲排成几排， 自发地站在亲属的队
伍里。 他们说， 石玉波在世时， 拿我们当亲人， 他
走了， 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来送送他……

“把手机给他带上， 他不能没有手机”
送别那天， 李艳光叮嘱前来料理后事的人， 一

定要把石玉波的手机给他带上。 他离不开手机！
上仓镇很多人都有石玉波的手机号， 他告诉他

们： “大家伙儿遇到啥难事， 就打这个号， 我的手
机 24 小时开机。” 对此， 石玉波的一位同事十分感
慨。 有一次， 这位同事和石玉波一起接待一位当事
人， 说完事后， 石玉波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这
位当事人 。 当事人走后 ， 这位同事不解地问他 ：
“你怎么把手机号给当事人呢？ 你不怕他在你休息
的时候打搅你呀？” “不怕， 你把手机号告诉当事
人， 当事人就觉得你信任他。 农村老百姓朴实， 他
信任你才给你打电话， 不信任你怎么可能给你打电
话呢？”

农村老百姓也确实太实在， 遇到急事， 他可不管你是上班还是下班， 抄起电
话就打。 农村人起得早， 石玉波常常还在熟睡中就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李艳光实
在受不了， 有一次趁石玉波不注意， 悄悄地把他的手机关了。 哪知？ 第二天早上
醒来， 从来没有和妻子红过脸的石玉波跟妻子急了： “你怎么可以关我的手机
呢？ 你知道老百姓多不容易吗？ 他们打不通电话会有多着急吗？ 我是一个基层法
官，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如果连我都不愿理他们， 你让
他们上哪儿说理去呀？”

打那儿之后， 李艳光再也没有关过他的手机。
料理后事的人没有遵照李艳光的嘱托给石玉波带上那部磨损得掉了漆皮的手

机， 他们说， 石头太累了， 让他到那边好好歇歇吧。

布鞋跟脚

石玉波生前特别爱穿布鞋， 直到生命结束， 他始终没有离开那双沾着泥土的
布鞋。

到天津市蓟县人民法院上仓人民法庭工作后， 石玉波就一直没有穿过皮鞋。
李艳光给他买了一双皮鞋， 他一直没有穿， 不是舍不得， 是没法穿， 农村都是土
路， 还是布鞋穿着跟脚， 也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陴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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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黄冈 4 月 2 日电 4 月 1 日
至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杜万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湖北省黄梅县人

民法院调研指导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
调研期间， 杜万华考察了黄梅县

法院新建的便民诉讼服务中心， 走访
了部分人民法庭，与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党支部书

记王金初亲切交流， 参加了黄梅县法
院党组扩大会议， 了解该院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 对进一
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继续深化对教育实践活动意

义的认识。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永恒
的，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要结
合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 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二要结合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建立和

完善以及基层、 基础建设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三要加强人民法庭
建设 。 要强化人民法庭的司法审判职
能， 依法支持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基层
职能部门化解矛盾纠纷， 依法指导人民
调解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化解矛盾， 形
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四要正确处理
巡回审理和坐堂问案的关系。 巡回审理
和坐堂问案的本质都是司法为民， 关键
是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
要正确处理调判关系。 要根据案件性质
和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是调还是判。 要
尊重审判规律 ，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
务， 把司法便民、 利民落到实处， 注意
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保护人民群众
的整体、 长远利益。 （谢 勇）

杜万华在黄梅法院调研指导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切实促进公正为民司法

图为追授石玉波同志“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表彰大会现场。 孟东民 摄

图为周强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调研。 孟东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