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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婚外情被判精神赔偿 前妻莫名被追加执行

佛山中院：“情债”不算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本案复议结果，该案二审审
判长罗睿解释说，执行异议之诉中，能
否追加被执行人的前妻为被执行人，
关键看涉案债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罗睿介绍，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
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
理。除外情形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夫

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二是与债权人明
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立法之所以这样
规定，主要考虑夫妻之间享有家事代
理权，在家事代理范围内一方对外举
债应视为夫妻双方共同负债。但在审

判实践中，更常见的是夫妻一方因侵
权而产生的债务，如打伤或撞伤别人
需进行赔偿、侵犯他人名誉权进行赔
偿等情况。由于涉案夫妻大多没有分
别管理财产，而且事发突然，债权人无

法事先约定债务性质，能否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往往存在争议。

罗睿说，可以从两方面考虑这类侵
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是夫
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该债务是

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具体到本
案，阿玲的1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款属于
侵权之债，虽然发生在皓炜与阿娟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系皓炜的个人
行为所致，阿娟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而
且皓炜侵害阿玲人格权的同时，亦损害
了作为配偶的阿娟的合法权益，使家庭
走向破碎。因此，应当认定这笔精神损
害赔偿款属于皓炜的个人债务，应当以
皓炜的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佛山11月4日电 一男子
利用假身份与其他女子结婚，被识破
后被判赔偿该女子精神损害赔偿金。
这个赔偿能用夫妻共同财产来买单
吗？昨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消息，该院日前处理了一起执
行复议申请，驳回了异议申请人要求
追加被执行人前妻为共同被执行人，
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复议申请。

5 年前，刚满 20 岁的阿玲认识
了自称未婚的俊炜。很快，两人坠

入爱河，每日形影不离。没多久，
阿玲发现自己怀孕了，不断催促俊
炜回广西老家登记结婚。到了那
边，俊炜安顿好阿玲后，独自找熟
人 领 回 了 两 本 结 婚 证 。 2012 年 3
月，阿玲为俊炜生了个儿子。可
是，枕边人其实早已与阿娟结婚，
并生了两个女儿。原来，俊炜的真
名叫皓炜，俊炜只是骗自己的名
字，而她手上的结婚证也是假的。

2013年9月4日，极度受伤的阿

玲拿起法律武器，向皓炜展开反击。
同年12月18日，法院认为皓炜违背
社会道德及公序良俗，并侵害了阿玲
的人格独立、自由、尊严及安全，存
在过错，判决皓炜向阿玲支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15万元。

阿玲的官司也让皓炜与妻子阿娟
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13 年 10 月 9
日，阿娟与皓炜离婚，两个女儿由阿
娟抚养，房子留给阿娟，皓炜分得8
万元购房补偿款。

正当阿娟以为生活恢复平静时，阿
玲又找上门来。原来离婚后的皓炜无法
偿还 15 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阿玲想
将她追加为共同被执行人。

“这边在打官司，那边就离婚了，
还把房子和钱都给了女方，不追加（阿
娟）进来，怎么知道皓炜有没有借离婚
转移财产？”阿玲说。

而阿娟则答辩称，自己要承担两个
女儿的生活开支，分割财产时她没占一
点便宜，而且 15 万元赔偿系前夫的个

人债务，不应该追加自己作为被执行
人。

执行法官驳回了阿玲的追加申请。
阿玲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佛山市顺德
区人民法院经听证后驳回了阿玲的申
请。

阿玲不服，向佛山中院申请复议。
佛山中院经审查认为，15 万元赔偿，
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皓炜的个人
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林劲标 凌 蔚 张雪洁）

■法官说法■
婚外情赔偿属于个人债务

本报上海 11月 4日电 今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
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诉成都游
外游科技有限公司等五被告侵犯著作
权及不正当竞争一案。原告诉请各被

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
盛大网络在向法院递交的诉状中表

示，《热血传奇》是一款由韩国公司制
作的网络游戏，一经推出便获成功。盛
大网络将该款游戏引进中国后，已成功

运营 14 年。2014 年 9 月，盛大网络发
现手机游戏《天尊》抄袭了其享有著作
权的游戏《热血传奇》，构成著作权侵
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盛大网络认为，各被告分别实施了
手机游戏 《天尊》 的开发、宣传、运
营、提供下载服务等行为，严重分流了
其用户，给其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
院，诉请判令各被告停止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等。 （潘静波）

本报讯 一村民在参加听证会
后，要求公开听证会会议记录，行政机
关答复称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范
畴，村民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近日，江
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政府
信息公开案作出维持一审裁定的终审
行政裁定，原告陈某应通过行使卷宗
阅览请求权的方式获取需要的信息，
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3 年 12 月 10 日，陈某作为听
证会代表参加了在如皋市国土资源局
举行的关于如皋市丁堰镇皋南村十四
组三宗土地确定土地所有权听证会。
听证会结束后第 3 天，陈某向如皋市
国土资源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公开听证会会议记录复印件。

12月24日，如皋市国土资源局答
复称，听证会会议记录属于内部管理
信息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
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
息范畴，故决定不予公开。陈某不服，
遂提起行政诉讼。

法庭上，如皋市国土资源局辩称，
听证会后，涉诉土地权属争议相关案
卷材料正在审查中，市政府尚未作出

确权决定，会议记录属于正在讨论、研
究和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并非正式、
准确的政府信息。

一审另查明，截至一审审理终结，
上述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程序尚未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丁堰镇皋南
村十四组三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程序
尚未终结，陈某作为听证会代表，其以
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获得听证会记
录的复印件而引起的争议，不属于人
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国土资
源听证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听证会代
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并有权对拟听
证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内
容发表意见和质询，查阅听证纪要。
陈某作为听证会代表，有权查阅听证
会记录。如皋市国土资源局在收到涉
诉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当履行告知义
务，指引陈某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正
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建议在今后工作
中加以改进。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
回陈某的起诉。

陈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裁定。

（顾建兵 曹 俊）

本报讯 李女士因不堪忍受 12
岁的儿子多次殴打自己，遂将前夫诉
至法院，要求前夫抚养儿子。近日，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李女士诉称，2002年她与柏
先生结婚，同年生育一子小柏，2012
年双方离婚时协商小柏归李女士抚
养。不曾想一年多来小柏不听话、不

去上学，还经常摔东西，无奈之下，李女
士到处联系学校给小柏找学校办理转
学，可小柏还是不好好上学。自今年 3
月开始，小柏变本加厉，开始撕书本、用
剪刀剪李女士的衣服、摔李女士的手机，
甚至动手打人，就连李女士让小柏写作
业和起床上学都会遭到小柏的殴打，搞
得李女士身上和头上经常有伤，连家都

不敢回。
李女士称，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孩

子变成这样自己也有责任，自己也承受了
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现在自己经常有病、
精神恍惚，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因为小
柏打自己，李女士报过几次警，也找过居
委会和妇联等部门，但都没彻底解决问
题，万般无奈的李女士想到前夫柏先生有
能力管教孩子，小柏还比较听父亲的话，
于是请求法院将小柏判给柏先生抚养。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弓 正）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刘羽梅介绍
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
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条第（四）项规定，行政程序中的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
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
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办理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本案主要涉及卷宗阅览请求权
与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竞合问
题。”刘羽梅说，卷宗阅览请求权，
是处于特定的行政程序中当事人或
利害关系人，为主张或维护其法律
上利益的必要，有向行政机关申请
阅览、抄写、复印或者摄影有关资
料或者卷宗的权利。具体到本案，

陈某作为听证会代表，在土地权属
争议确权程序尚未终结时提出信息
公开申请，如皋市国土资源局应当
告知其按照相关卷宗阅览的法律、
法规规定办理，陈某不能对此单独
提起诉讼。

刘羽梅介绍说，之所以作出这种
限制，一是防止当事人在行政程序进
行期间，利用法律漏洞动辄提起诉
讼，从而阻滞行政程序的运行；二是
避免不当增加行政机关的负担，损害
诉讼的公平；三是保证卷宗阅览制度
不在事实上被废除。故陈某作为听证
会代表，有权查阅听证会会议记录，
但应当通过行使卷宗阅览请求权的方
式获取需要的信息。

听证代表起诉国土局 要求公开听证会记录
法院：应通过行使卷宗阅览请求权来获取信息

■法官说法■
行政程序当事人可行使卷宗阅览请求权

盛大网络状告《天尊》侵权
向五被告索赔1000万元

十二岁儿子殴打母亲 母亲诉请变更抚养权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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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盛（天津）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天津南
华皮革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对
你公司所有的生产原料若干、羊皮两面绒、干皮、成品皮等进
行了评估，在津中通诚资产评估报告字[2014]第 194号资产评
估报告完成后，多次到你司生产地址送达均无你司人员。现依
法向你司公告，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执行一庭领取该
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津
南区人民法院提出。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上海升昌游艇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恒翔
游艇产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平湖东昌游艇产业有限公司船舶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作出 （2014）
琼海法执字第382号书通知书，要求你公司在收到该通知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提供你公司当前的经营及资产情况清单（含债
权和债务）。逾期未提供的，本院将根据向有关部门调取的材
料，依法对上述股权价值予以评估。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该通知书。你公司应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三亚法庭领取该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南]海口海事法院
青智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常德武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2）武民初字
第16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李大青、李利芬：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洋平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未自动履行本院（2011）宜民一初字
第81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需对登记在李大青（又名
李大清） 名下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11000185)进行评估，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的通
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若不到场的，不影响评估机构的选
定。 [湖南]宜章县人民法院

周金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权利人已向本院申请执行（2013）祁民
初字第1940号民事判决书，由于你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2013） 祁执字第 33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2013） 祁执字第 335 号执行裁定书及 （2014） 祁恢执字第 21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 （2014） 祁恢执字第 21-1
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到本院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衡阳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中

雄与被执行人衡阳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纠纷一
案，申请执行人张中雄申请执行（2014）雁民白一初字第19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雁执字第 283号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闻国建：你与花垣春江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
花垣春江发电有限公司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向你送达本
院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以及冻结、拍卖你在花垣春江发电
有限公司的股份的 （2014） 州法执字第 41-1 号执行裁定书，
并向你送达选取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签收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唐保林：本院受理葛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本院已依法对你名下位于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康城 8区 7号房屋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
送达 《房地产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房地产评估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晓明：本院受德惠市人民法院委托，对你所有位于盛世
名家二期6号楼的车库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
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
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60日期满后第三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 9时到本院第 38号法庭选定评估机构，
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
你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三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
异议在其后三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

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作出初稿，你应在初稿
作出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
后十日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
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七日后视为送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秀岩：本院受德惠市人民法院委托，对你所有的位于德

惠市边岗乡东岗村三社的房屋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定
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请你
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60日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第38号法庭选定评估
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
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三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勘查事
宜，如有异议在其后三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
关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作出初稿，你
应在初稿作出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
在领取之后十日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
届时鉴定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七日后视为送
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永顺商贸有限公司：你公司与申请执行人吉林省中
深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一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吉
民三终字第 7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
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3） 长执字第 128号限期执
行通知、财产申报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洁赫通高效有机肥有限公司：本院依据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2） 吉民一终字第 6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
人长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被执行人吉林省洁赫通高效有
机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能自动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及申请执行人申
请，本院进入执行程序。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财产报告令，责令被执行人吉林省洁
赫通高效有机肥有限公司立即将长春市宽城区大营子垃圾场使
用权返还申请执行人，并承担执行费67，400.00元。否则本院
将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吉林省洁赫通高效有机肥有限公司银行
存款67，400.00元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变价其相应数
额的财产并将强制迁出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大营子垃圾场，将使
用权返还申请执行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大连海林新能技术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大连

明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单位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庄执字第
3096、3097、3483、3484、3485、3486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查封被执行人大连海林新能技术有限公司在大连花园口
经济区二号路北侧老龙头河东侧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一处及地上
建筑物]，责令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丛建华（身份证：21030419541110081X）：本院执行的
郭艳、郭普兰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立执字第22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责令你在本
公告送达之日起 3日内履行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2013） 立
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徐洪伟：本院受理原告吕艳玲、吕正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辽阳文圣执字第51号
执行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案件回访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你应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
吕德文：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丑凤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在执行中经法定程序，对被执行人吕德文所有的辽宁省
铁岭县新台子镇东孤家子村的一处房屋、两处仓房及所配属该
房宅基地范围内的水泥地面和一台洛阳产辽M45130号凌宇牌
重型罐式货车依法进行了拍卖、最终以总价414240元流拍。申
请执行人丑凤兰同意以流拍值接受该执行标的物，为此本院依
法裁定，将上述执行标的物以流拍价414240元抵偿申请执行人

丑凤兰，以抵顶部分借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铁县
执字第 287-1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辽宁]铁岭县人民法院
王振辉：本院执行的贺龙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大洼县

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大洼民一初字第 00168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大洼执
字第0007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洼县人民法院
赵庆丰：本院受理晋中祁县鑫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执行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本院申请
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榆执二字第 564号执行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郑风玉：本院受理段治海申请执行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
晋中市榆次人民法院作出（2014）榆民一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段治海于2014年10月13日向本院申请执行，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榆执二字第68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王承华、胡滋群：本院受理四川和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锦江执字第 1879-1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7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2014） 锦江民初
字第8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邓安菊、肖铮：本院在执行谭尧、姚玉英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中，依法将邓安菊位于四川省金堂县淮口镇州城大道
171号 12幢 1单元 8层 4号的房屋 （合同备案号 34880） 委托评
估机构予以评估，经评估价格为 26.53 万元。为了案件的执
行，本院责令你们在本公告发布60日内到本院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将该房屋以评估价 26.53
万元予以第一次拍卖。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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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4日电 今天，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
海口窨井杀人（未遂）案作出二审终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
人郭支红被判无期徒刑。

2013 年 12 月 15 日，海口市公安
局滨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报警称，
有一名女子被困在滨海大道金景湾酒
店旁一条小巷的下水井里。之后，被
困下水井 60 多个小时的该名女子被
救起。据该女子称，2013年12月初，
她被同乡郭支红以归还欠款为由从湖
南骗来海南，不料惨遭毒手。

小巷内设置的监控视频完整再现
了郭支红的整个犯罪过程。他在作案
前独自打着伞冒雨先行来到案发地
点，将捡来的一个纸箱拆平成纸板，再
将路边一个圆形井盖打开，随后把纸
板盖在井口后匆匆离开。几分钟后，
郭支红帮被害人打着伞，向案发现场
匆匆走来。

监控视频中，两人脚步加快成小

跑，郭支红索性自己一点都不打伞，将整
个伞挡在被害人面前，用于挡住被害人
的视线。当被害人跑到郭支红设计好的

“纸板陷阱”上时，人并未完全坠落，而郭
支红几乎是在被害人摔下的同时，就急
忙将她往井里摁。待被害人连人带伞一
同落下井后，郭支红迅速将一旁的井盖
盖上，并用脚将井盖踩严实。整个过程
仅仅只有10余秒时间。

郭支红确定井盖盖好后，离开监控
视频范围一小会儿，又点着一根烟，并带
着一块长方形木板返回，将木板盖在井
盖上后方才离开。

郭支红被捕后供述，离开作案现场
后，他返回酒店迅速将被害人包中的10
万元欠条进行了销毁，并连夜退房，次日
坐飞机回湖南湘潭。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
告人郭支红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的生
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支
红还应赔偿被害人各项物质损失共计人

民币3万余元。
郭支红不服，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
海南高院经过审理认为，郭支红经

预谋，精心设下陷阱，引领、挤压、强行将
被害人摁入下水井，盖上井盖，并用脚踩
紧井盖，唯恐被害人未被淹死，爬上井
口，竟又返回现场用木板覆盖压在井盖
上。从其选择的作案地点、方式、手段、
情节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实其非置被
害人于死地不可，其杀人故意明显。故
上诉人没有见到欠条、只是想吓唬被害
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海南高院认为，被害人拼死一搏自救，
才幸免于难，但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郭支红虽然故意杀人未遂，但属于实施终
了的犯罪未遂。郭支红虽然具有获得被害
人谅解这一酌定从轻情节，但鉴于其杀人
动机卑劣，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主观恶性
深，不认罪，社会危害性大，不足以对其从
轻、减轻处罚。法院遂依法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胡 娜 陈 震）

海口窨井杀人案凶手二审被维持无期判决

⇨⇨上接第一版
李鸿忠认为，深化平安建设工作，要坚

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着力抓源头、抓苗
头、抓人头，打主动仗，下先手棋，努力实现
平安建设由“救火”向“防火”转变，努力掌
握主动权。他说，抓源头，就是坚持绿色决
定生死、市场决定取舍、民生决定目的“三
维纲要”，始终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开展平安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抓苗头，就是对于影响社会
平安的各种消极因素和突发事件，努力化
解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抓人头，就是对
流动人口、特殊人群等，加强排查摸底，强
化服务和管理。

“面对平安工作挑战日益增大的新常
态，我们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努力提高法治
水平。”李鸿忠介绍，一是推进治理法治
化。初步形成了平安湖北建设法律法规体
系，坚持干部任前法治考试制度，引导干部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推动平安建
设。二是推进管理网格化。在全省推广宜
昌市网格化管理经验，截至目前，全省所有
城市社区、农村86%的村基本完成网格化
建设任务，聘请专兼职网格员30万人，初
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全域覆盖、信息支撑、
资源整合、上下联动的网格化管理系统。
三是推进防控立体化。依托科技创平安，
加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构筑社会治安防
控“天网”。依托基层党组织和各类治安防
范力量，构建社会公共服务“地网”。依靠

“电子围栏”和互联网监控等手段，构建网
上社会管理“光网”。通过“天网”、“地网”、

“光网”的有机融合，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如何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夯实基层
综合服务管理基础？张昌尔说，省委、省政
府把推进网格化管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
基础工作来抓，分别出台城市社区和农村
网格化建设标准，整合各方资源、打通“信
息壁垒”，下沉审批事项，进一步完善了城
乡一体的网格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一是
重心下移，搭建大平台，依托社区（村）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管理
平台2万多个。二是信息主导，构建大网
络，推进光纤到村工程，实现网格信息实时
采集、动态录入，部门数据互联互通，社会
资源共享共用，为科学决策提供大数据支
撑。三是服务为先，组建大队伍，建立以社
区、村组干部为主的代办员队伍、“一人一
格、综合履职”的网格员队伍和社会志愿者
队伍，丰富了基层服务管理的主体。

“网格化难在建设，重在管理，贵在应
用。”张昌尔介绍，湖北努力把网格化建设
成果转化为现实应用，大力整合服务项目
进网格，架起政府与群众有效沟通互动的
桥梁，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强化源头治理，第一时间收集社
会治理基础信息，排查矛盾纠纷和安全隐
患，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强化系统治
理，改革审批制度，下放民生服务管理事项
到乡镇、社区（村）网格平台，公共服务在网
格中开展；强化依法治理，开展平安“五小
工程”集中整治，实行“三调对接”，矛盾纠
纷在网格中化解；强化综合治理，做实单位
内保，将天网、地网、光网植入网格化管理
平台，治安防控在网格中加强。

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特大中心城
市，武汉市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平安建
设？阮成发介绍，一是突出“三圈”重点区
域。武汉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全国重
要的商贸中心、科教基地和医疗服务中心，
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汇聚在商
场、医院、学校及周边等“三圈”区域。“三
圈”治，则大局稳、武汉安。二是明确“三
防”目标。我们通过问题筛查、开门纳谏，
把防发案、防暴恐、防街头群体性事件“三
防”，作为“三圈”治理主要目标。三是创新

“三结合”工作举措。坚持党政主导与社会
参与相结合、专业队伍与群防群治相结合、
传统手段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不断深化
平安武汉建设，全市平安建设水平和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强化领导 源头预防 法治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