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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讯 儋州男子梁某冒充北京
法官，以中奖后不领奖需付款解除合
同，否则追究法律责任为由，骗取他
人1万余元。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梁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4000
元。宣判后，梁某不服，向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近日，经海南
二中院主审法官耐心细致地释明法律
和教育，梁某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表示认罪服法，并主动
申请撤回上诉。

2015年2月开始，梁某伙同他人
在互联网上购买客户资料，通过电话
实施诈骗。6月5日，梁某冒充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拨打万某
的电话，称万某已中奖却未领取奖
金，必须付款解除领奖合同，否则追

究其法律责任，并缴纳5万至10万元
违约金。万某信以为真，先后三次向
梁某指定的多个账户汇款共计13500
元。得手后，梁某与同伙分赃。

一审法院认为，梁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结伙骗取他人钱财，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一
审法院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以及梁
某家人代为退赔13500元的事实，作
出上述判决。

梁某上诉后，海南二中院经审理
认为，原判认定梁某犯诈骗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
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遂对其进行教育并依法作出准许
梁某撤回上诉的裁定。

（周永高 孙大伟 罗凤灵）

儋州男子冒充北京法官行骗获刑

本报讯 三年前，90多岁王大爷
的女儿秋芳因病去世，女婿松年在其离
世后不久也因病去世。两人骨灰均放
置于生前居住房屋内，王大爷及家人之
后一直在该房屋内祭奠亡故的女儿。
前不久，王大爷再次前往祭奠，却发现
无法进入该房屋，经联系后被告知两人
的骨灰已被女婿家的三个兄弟转移。

王大爷认为自己是与女儿关系最
为密切的生者，希望在有生之年管理

女儿的骨灰，遂将女婿的三个亲兄弟诉
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返
还女儿的骨灰。

三被告表示与松年是亲兄弟，根据
中国传统观念，女儿出嫁后，已为夫家之
人。现松年和秋芳去世后，他们没有子
女，所以三被告家人以死者侄子、外甥女
名义将上述两人落葬在南汇的墓园，而
且秋芳和松年是合葬，符合情理。所以
无法同意王大爷的诉讼请求，但王大爷

可前去墓园祭拜。
法院经审理认为，骨灰有别于被继

承人的其他遗产，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物
质，对死者来说，也是人格利益的延伸，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对死者近亲属来说，
更是寄托哀思的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
物。原、被告均确认秋芳未立过遗嘱，在
各近亲属就骨灰保管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时，应根据一般传统观念，依照亲疏远近
来确定骨灰处分权的先后顺序。但本案

特殊之处在于，秋芳现已落葬，并且与
其生前配偶合葬。根据我国的传统道
德观念，“入土为安”是对死者的告慰，
合葬更是表达了对婚姻的美好愿望，
故在此情形下，向原告返还秋芳的骨
灰反而有违我国的公序良俗，所以对
王大爷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贺天牧）

过世女儿女婿已合葬 老父欲转移女儿骨灰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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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路皓轩申请宣告路赵刚失踪一案，经查：路赵刚
（系路皓轩之父），男，1987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
肃省正宁县永和镇城关行政村城关组，最后居住地北京市房山
区韩村河镇孤山口村，于 2013年 10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路赵刚本人应当在公告期间
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路赵刚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案件承办
人：周法官；联系电话 010-80381430）。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路赵刚失踪。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林睿孜申请宣告陈伟熙死亡一案，经查：陈
伟熙，女，汉族，1955年1月10日出生，2001年10月3日起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伟熙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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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鹏雪、蔡玉能申请宣告蔡长林死亡一案，经查：
蔡长林于1986年5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蔡长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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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蔡长林死亡。

[福建]长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福军申请宣告董红死亡一案，经查：董红，

女，汉族，生于1980年4月20日，甘肃省永登县人，公民身份证号：
620121198004206321。董红于2011年12月20日14时左右送孩子上
学后至今未归，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董
红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武胜驿人民法庭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甘肃]永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黎群英申请宣告黎和英死亡一案，经查黎和英，女，汉
族，1958年1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镇新安北队村
窦南大街八巷11号之一，公民身份号码：440682195801066643，于
2000年12月10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黎和英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思宁申请宣告陈成燕失踪一案，经查，陈成燕，女，
1980年9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务农，住金沙县柳塘镇
三合村大堰组。于2008年4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陈成燕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贵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佳宇申请宣告王雪英失踪一案，经查：王雪英，

女，原户籍所在地保定市清苑区魏村镇抄纸屯村，身份证号码
130622197401135822，于 2007年 4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8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雪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城关法庭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河北]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奎元申请宣告张艳辉失踪一案，经查：张艳辉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艳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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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张艳辉失踪。 [黑龙江]依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厚勤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李金萍死亡一
案，经查：李金萍，女，生于 1975 年 12 月 13 日，公民身份号码
429005197512131865，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农民，原住湖北省
潜江市周矶办事处雷潭村八组，于1996年9月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望李金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潜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正芬申请宣告陈仁美死亡一案，经查：陈仁美，

男 ，汉 族 ，1961 年 2 月 2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2723196102023116，户籍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虎牙居委会
一组42号，于2014年2月20日在宜都李家溪水域因意外事故落
水失踪后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仁美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屈万红申请宣告熊涛失踪一案，经查：熊涛，男，1981
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四
组，身份证号码：420527198105230016，于2014年3月5日外出，与
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熊涛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秭归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桂林申请宣告张永红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张桂林，男，198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县梅
林桥镇黄竹村梅子组，于2011年年初起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永红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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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阳敏申请宣告黄金秀失踪一案，经查：黄金秀（女，
198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住宁远县保安
乡黄门洞村11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黄金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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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益民申请宣告刘爱香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爱香，女，汉族，1962年 12月 24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洋湖
街道蓝天村(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蓝天村)杉树冲组244号，公
民身份证号码430122196212247824。于2004年3月起，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爱香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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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殿玲申请宣告骆宝山死亡一案，经查：骆宝山，
男，1973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和失踪前住址均为吉
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大石人镇光环街一委一组，身份证号：
220603197304020014，于 2010年 5月 18日起，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骆宝山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保芬申请宣告黄俊死亡一案，经查：黄俊，男，汉
族，1978年 2月 24日生，居民省份证号码 320520197802242431，
户籍地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聚沙村（20）马家宅基17号，于2011
年6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黄俊本
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希知道黄俊
生存现状的人在公告期间内将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
期一年，期间届满，如黄俊本人或知其情况的人未向本院申报或
报告，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黄俊死亡。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水英申请宣告公民胡祖淳死亡一案，经查：胡祖淳，
男，1950年7月15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03195007151594，原
户籍地在苏州市姑苏区湄长新村71幢506室，于2008年起下落不明

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胡祖淳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德胜申请宣告孙麒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孙

麒，女，汉族，1992年 8月 2日出生，于 2014年 2月起因意外事故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孙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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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茂国诉被申请人王升银死亡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王升银，男，汉族，1949年9月21日生，户籍地山东省新泰市
新甫街道办事处耿家洼村，公民身份证号码370982194909211033。
于2005年9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王
升银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新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崔显露申请宣告崔东岳死亡一案，经查：崔
东岳，男，197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市
南 区 闽 江 路 118 号 三 单 元 502 户 ，身 份 证 号 码
370204197504190437，系申请人崔显露之子，自2011年12月16日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崔东岳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大明申请宣告郭星燕死亡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郭星燕，女，汉族，1972年 12月 27日生，住四川省泸州市
龙 马 潭 区 高 坝 石 梁 南 路 3- 4- 10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502197212271120，郭燕星于2011年10月7日下午外出后，一
直下落不明。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公告期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岳淑荣申请宣告康维东失踪一案，经查：康维东，
男，1963年 3月 1日生，汉族，身份证号 12010219630301071X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康维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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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康维东失踪。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瑞洁申请宣告陈孝琴失踪一案，经查：陈孝琴，
女，1945年 1月 4日出生，汉族，住所：天津市静海县独流中学育
才楼1号楼2栋203号，公民身份号码120223194501045524，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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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陈孝琴失踪。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跃梅（120102196005200523）申请宣告侯世和

（120102195906210513） 死 亡 一 案 ，经 查 ：侯 世 和
（120102195906210513）于1998年12月27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 发 出 寻 人 公 告 ，公 告 期 间 为 1 年 。希 望 侯 世 和
（12010219590621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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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和晓荣申请宣告和汝仙失踪一案，经查：和汝仙（曾
用名和士先）（女，1984年10月23日生，纳西族，原住云南省丽江市
古 城 区 金 安 镇 龙 山 村 委 会 三 组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33221198410230921）于2013年离家，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和汝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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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新其申请宣告缪山香死亡一案，经查：缪山香，女，

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原住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文一巷4
号于2001年12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缪山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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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余金明、陈世碧宣告余永奎死亡一案，经

查 ，余 永 奎 ，男 ，1974 年 11 月 10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号 码
51230119741110299X，原重庆市涪陵区镇安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工人，原住重庆市涪陵区李义和镇镇安11组。2015年12月18日
凌晨，重庆市涪陵区镇安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所属“镇安201驳”在
长江重庆市涪陵区李渡红星厂海域沉没，余永奎因意外失联，经
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人民政府等机关证明其不可能生存。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希望余永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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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余永
奎死亡。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兴安与被申请人吴明刚申请宣告死亡一
案，于2015年3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
吴明刚仍下落不明，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审理终结。并于2016
年3月16日依法作出（2015）新都民特字第6号判决书，宣告吴明
刚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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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温 萱）3月23日上午，轰动一时的留美
女大学生被杀案，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温州中院院长徐建新担
任审判长。温州公检法系统干警以及美
国爱荷华州当地的警察、检察官旁听了庭
审。该案还邀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人李某，男，1991 年 9 月 16 日
出生，浙江乐清人，留美大学生。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与被害
人邵某案发前均在美国留学，双方系男
女朋友关系。2014 年 9 月 5 日 16 时 30
分许（美国当地时间，下同），李某与被害
人邵某入住美国爱荷华州内华达市

“Budget Inn”旅馆。当晚两人因感情问
题发生争执，后李某通过其学长预订回
中国的单程机票。

次日17时许，李某趁被害人邵某回
学校做小组作业之际，购买了一只重15
磅的行李箱、两只重20磅的哑铃，放置
于其驾驶的轿车后备箱内。

9月7日凌晨1时许，李某在旅馆房
间内再次与被害人邵某发生争执，遂将
其扼颈致死，将尸体装入行李箱内，并塞
进一只重 20 磅的哑铃。后将行李箱藏
于其驾驶的轿车后备箱内，再驾驶该车
回到爱荷华州爱荷华城海豚湖小区，将
车停放在其租住处附近的停车场。9月
8 日，李某乘坐事先订好的航班回到中
国。经鉴定，被害人邵某符合遭受暴力
致窒息死亡。

2015年5月13日，李某主动向温州
市公安局投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因感情
纠葛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
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以故
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李某
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但辩称没有预谋。

李某交代自己和邵某于 2011 年夏
天在北京托福培训期间认识，2012 年 3
月李某到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留学。
同年8月，邵某也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学留学，之后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双方
的大学距离需要 17 个小时车程。2013
年5月，李某转学到了爱荷华大学，学校
之间距离缩短到了两个小时车程。

李某交代其获知邵某结交新男友，
与其起了争执，后通过学长，购买了回国
机票，“当时感觉压力特别大，一方面是
学业上的压力，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压
力。感觉快崩溃了，就想回国玩几天。”

公诉人讯问：“为什么要买行李箱？”
李某交代：“考虑到再过两周就搬家

了，趁空买行李箱方便装东西搬家。”
公诉人问：“为什么买来的两个哑铃

重量不一样？”

李某说，“我想让左手变得更有力
量，好让左右手平衡。”

李某交代，因为害怕在美国坐牢，见
不到父母，想确保自己先回国，就想到沉
尸。于是就把尸体装入行李箱，放入哑
铃。开车途中又感觉自己做不到，就把
装有行李箱的车停在了租住处附近的停
车场。

公诉人再次讯问：“买飞机票目的是
散心，买行李箱是为了搬家，哑铃是锻
炼。后来杀了人，东西怎么都用上了？”

李某重申：“事情就是这样，我并没
有预谋。”

法庭质证阶段，控辩双方针对美国
警方提供的访谈报告是否能作为定案依
据等问题，展开了质证。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针对李某
是否属于有预谋杀人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控方认为李某获知邵某有其他男朋
友，因爱生恨，提前预订机票，购买行李
箱、哑铃，预谋杀人。辩方认为，被告人
已对购买机票、行李箱、哑铃等物作出了
合理解释，与邵某的死亡之间没有必然
联系，纯系作案之后偶然使用，系临时起
意的激情杀人。控辩双方还对李某是否
构成自首展开辩论。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李某表示，是
自己的冲动和不理智犯下了如此重大罪
行，很懊悔，对不起邵某及其家人，也对
不起自己的父母，辜负了父母对自己的
期望，不但没有好好孝顺，还成为他们的
负担。自知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法律的
严惩。最后，他请求法庭能够对他从轻
处罚，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评议，认为案
情重大、复杂，宣布将定期宣判。

本报讯 3 月 22 日至 23 日，江苏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5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作为原告提起诉
讼，被告则是沛县法院审结的5起偷排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的被告
人，原告共向这5起案件的被告人提出
恢复原状或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8
万余元。徐州市检察院派检察人员出庭
支持起诉，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徐州市
环保局组织相关人员旁听了案件庭审。

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诉称，2014年7月至2015年4
月期间，被告卜宪果、卜宪全、卜宣传
在丰县常店镇卜老家村从事酸洗、电镀
加工，将生产的含酸废水直接排放到院
外集水坑中，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

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期间，被
告陈亮亮在其家中非法从事酸洗、电镀

加工，将生产的含酸废水直接排放到院
外的河沟中，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

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期间，被
告孙虎、张敬民、刘小华、史翠英、秦
玉芹在丰县凤城镇张五楼润丰织造厂内
从事酸洗氧化加工，将生产的废酸排放
到厂外水渠内，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
染。

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期间，
被告郭以峰、李贵英在其家中从事酸
洗、电镀加工，将生产的废水排放到院
外水坑内，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

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
告刘铁山在丰县常店镇卜老家村非法进
行金属件电镀生产，将生产中所产生的
工业废液直接排放到卜老家村河水中，
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

2015 年 12 月 20 日，该 5 起刑事案
件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七个月、六个月及拘役等刑罚。
在这5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请
求法院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
险，即被告停止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
排放等侵害行为，消除造成环境污染的
风险；恢复原状或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合计 280120 元，并在徐州市级媒体
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案件鉴定费、差

旅费、原告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及本案诉
讼费用。结案后，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将存放在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
金账户上，确保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

该5起案件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
立以来徐州市第一批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案件，均是行为人被判处相应刑罚之后
又被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件。庭审中，法
院引入“双方技术专家出庭论证”制
度，并请环境专家作为陪审员，鉴定人
也出庭作证。

5起案件将择日宣判。
（李荣信 李 娟）

留美女大学生被杀案温州开庭
温州中院院长任审判长 被告人当庭悔罪望轻判

徐州中院公开审理首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环境资源形势
越发严峻，国家多次对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专门部署。徐州部分地区酸洗电
镀行业较为发达，随之而来的偷排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问题亦比较严重，其对土
壤、水流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危害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该5起案件充分体现了

法院对环境资源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5 起案件均发生在酸洗电镀作坊，

进行酸洗电镀的作坊大多无环保审批手
续及治污设备，其排放的废水极易造成
地表水污染。3月22日是世界水日，希
望通过案件的审理，宣传环保公益理
念，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

■法官提醒■

本报滁州 3月 24 日电 今天，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一起特大传销案，26 名传销
团伙头目出庭受审，28 位辩护律师
出庭辩护。上午8时，已经有不少市
民和被告人家属、亲友前来参加旁听
庭审。9 时，26 名被告人被押解入
庭，接受法庭的审判。辩护律师整整
坐满了三排。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张
某、付某等 26 人歪曲国家政策，以
高额回报等各种容易使人相信的理
由，通过电话、QQ及微信等方式将
人骗到安徽滁州。在被成功洗脑后，
缴纳 3800 元使其成为他们的下线，
然后让新成员列出可能发展的人员名
单，逐一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开始
其传销活动。该团伙行为严重扰乱了
社会经济秩序，均已构成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

吴某、张某、付某等 26 人，于

2014 年 7 月，将 1040 连锁经营组织
从安徽省合肥市搬迁到滁州市南谯
区，从事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采
取“五级三阶制”运作模式，要求
参加人员缴纳 3800 元至 69800 元不
等的入门费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
一定层级及发展人员数量计算报
酬，促使人员网络不断壮大，直接或
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
返利的依据，诱骗参加人员不断发展
下线骗取财物。

截至目前，吴某、李某、高某等“传
销老总”，通过“连锁经营”模式，组织、
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120人以
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涉案人员遍及
河南、吉林、辽宁等省，属情节严重。
其他 20 余人也分别担任传销活动的
各类“总管”职务，其行为已严重扰乱
经济社会秩序。

本案将择日进行宣判。
（宋卫星 姜 华）

滁州特大传销案26名头目受审

图为26名传销团伙头目出庭受审，28位辩护律师出庭辩护。
宋卫星 姜 华 摄

图为开庭时法警为被告人打开械具。 唐克龙 摄

新华社南京3月24日电 2016年
3月24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山西省委原
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受贿一案。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3 年至 2013 年，被告人聂春玉
利用其担任中共吕梁地委副书记、吕
梁地区行署专员，中共吕梁市委副书
记、市长，中共吕梁市委书记，中共山
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中共山西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和企

业发展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37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458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聂春玉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聂春玉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8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受贿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