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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上午 10 点，重庆市忠县
人民法院在大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涂
井乡卫生院长张某受贿案。县普法办组
织216名县管领导干部旁听整个庭审过
程。这是重庆市推进依法治市的干部教
育部署内容，市委特别行文规范了领导
干部参加案件旁听细则。通过这种生动
的“庭审公开课”，领导干部进一步增
强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能力。图为庭审
现场。

刘 霞 摄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核准了犯故意
杀人罪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该案事实真相是什么？
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记者就相关
焦点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负责人。

案件事实真相是什么

问：贾敬龙故意杀人案的事实真相
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贾敬
龙死刑，是严格依照法律，在对一、二
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
法律进行全面审查核实，并在讯问贾敬
龙，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后作出的。该
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本案被告人贾敬龙系河北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与其父母共同
居住于该村南华路 6 号。2009 年 11 月
28 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
定对北高营村进行拆迁改造，并于
2010 年 6 月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
准。拆迁工作由北高营村村委会统一规
划、按同一标准实施。

2010 年 11 月 10 日，南华路 6 号户
主贾同庆 （贾敬龙之父） 与村委会签
订了同意拆迁协议，并按协议，从村
委会取得平价房一套、置换房一套
后，搬离了旧房。但贾敬龙拒不听从
其父母及女友等人的规劝，不同意从
旧房搬迁。

2013年5月7日，北高营村村委会
按照统一拆迁规划以及事先与贾敬龙之
父贾同庆签订的拆迁协议，对贾同庆家
的旧房实施拆除，导致双方发生冲突。
贾敬龙遂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何建华产生怨恨，并预谋对何建华实
施报复。

2014 年 10 月，贾敬龙购买了三把
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及射钉弹药等，
并对射钉枪进行了改装、试验，使射钉
枪可以直接发射，射钉可以穿透一公分
厚的木板。

2015 年 2 月 19 日 （大年初一） 凌
晨4时许，贾敬龙驾车来到北高营新村
准备举办春节团拜会的会场，将车停
在会场附近后步行返回到租住处。当
日上午9时许，贾敬龙从租住处携带三
把射钉枪和一把经鉴定属枪支的仿真
手枪，来到春节团拜会会场，持射钉
枪当众朝从主席台上给群众拜完年走
到台下的何建华的后脑部射击，射钉
贯穿何建华颅脑，致何建华颅脑损伤
死亡。

作案后，贾敬龙驾驶事先停放在
现场附近的汽车逃离现场。村民张瑞
国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
向张瑞国冲撞。村民金庆昆、何志
辉、何志轩等人见状后驾车追赶，并
将贾敬龙驾驶的汽车撞停。贾敬龙下
车后高声拒捕，持枪恐吓前来抓捕的
村民，并朝村民开了一枪。后追赶的
村民将贾敬龙制服，公安民警赶到并
将贾敬龙抓获。

是否“罪该处死”

问：被告人贾敬龙确属“罪该处
死”吗？

答：“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
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就
是要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
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保证更准确地依法惩治严
重刑事犯罪。故意杀人犯罪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是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我国刑
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据此，对故意杀人的罪犯在决定处
以何种刑罚时，必须严格依法，首先对
是否罪应处死作出裁量，根据罪恶程度
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其中，对罪恶严
重，特别是对蓄意报复，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
故意杀人犯罪分子，应坚决依法严厉惩
处。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
告人贾敬龙即属于法律规定罪应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贾敬龙因对已签订拆迁协议的旧房
被合理拆迁不满，在事过近两年后，蓄
意报复，当众用射钉枪将被害人杀害，
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具
体来说：

——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本
案与突发性激情犯罪，即一般民间纠纷
导致矛盾激化、在情绪冲动、一时失控
下引发的突发案件不同，贾敬龙对以往
因房屋拆迁产生的矛盾记恨在心，蓄意
报复杀害被害人何建华。为实施杀人，
贾敬龙做了近两年的准备，精心策划杀
人活动，包括准备杀人凶器，选择杀人
的时间、地点，直至实施杀人犯罪，反
映出具有极深的主观恶性。

——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
会危害性极大。涉枪犯罪历来是我国打
击的重点犯罪。为实现故意杀人，贾敬
龙事先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
枪以及射钉弹药等并进行改装试验。经
他改装后的射钉枪装弹后可随意发射，
且威力大，射出的钢钉能打透五合板，
足以达到其所追求的杀人目的。

贾敬龙作案时携带三把装好弹药的
射钉枪，以及一把具有杀伤力经鉴定属
枪支的仿真手枪，在被害人何建华身后
持射钉枪对其头部射击，射钉贯穿被害
人头部后，存留在被害人右面部，致被
害人颅脑损伤死亡。

——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
身危险性极大。贾敬龙杀人后驾车逃
跑，村民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
开车向村民冲撞。贾敬龙所驾车辆被村
民驾车拦截、撞停后，不仅拒捕，而且
下车持枪恐吓追赶的村民，并开枪射
击。其对村民开枪拒捕的行为反映出对
社会极大的人身危险性。

——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
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春节是我们中
国人最重视、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贾
敬龙却有意选择农历大年初一，在全村

老少欢聚一堂、互相团拜、自排节目演
出的欢乐喜庆时刻，当着全村近千名男
女老少的面开枪杀人，引起村民极大的
恐慌和愤慨，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案件
一审时，北高营村数百名村民向法院联
名请愿，强烈要求法院主持正义，依法
严惩贾敬龙。

是否构成自首

问：贾敬龙作案后是否具有投案自
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答：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自动投案
一般应是犯罪人主动向公安、检察、
审判机关等办案机关投案。根据相关
司法解释，犯罪后主动报案没有逃离
现场，或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
公安机关处理，抓捕时没有拒捕行为
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等情形的，也可
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中，贾敬龙在作案当日，实施
作案前的凌晨2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
一条反映其作案杀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
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
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案
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
女友吕某某证明贾敬龙在作案后逃跑途
中给其打电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
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
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停后不仅
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
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
众开了一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
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
案自首的表示。故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
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
节。

被害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

问：本案中，被害人何建华是否对
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存在重大过
错？

答：本案因拆迁引发，贾敬龙所在
村实施的旧村改造方案系于2009年11
月 28 日经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大
会开会讨论，表决一致通过，2010年6
月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拆
迁工作由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
实施。

根据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
法和拆迁协议，每户每块宅基地共给
300平米楼房，其中200平米是免费置
换的，还可以平价购买100平米。户主
的平房或楼房的第一层，只是用于换
新房，不给补偿；楼房的第二层及以
上，要按照评估价值补偿。签署协议
并取得第一套新房的，村民应在约定
的时间内进行装修并搬迁，搬迁后按
照协议将旧房自行拆除或由村委会统
一拆除。

被告人贾敬龙家的两层楼房于
2010年4月经第三方机构评估，第二层
评估价值9万余元。身为户主的贾同庆

代表全家，于2010年11月10日与村委
会签订了旧房搬迁协议。此后，贾同庆
根据协议先期取得了两套楼房。

贾同庆搬进新房后，贾敬龙不听全
家人的劝告，拒绝与家人一同搬迁，坚
持要装修旧房，准备结婚。贾敬龙父
母、女友以及女友的父母都劝说贾敬龙
到新房结婚，贾敬龙仍一意孤行，因
此，其女友父母认为贾敬龙性格太

“硬”，不同意二人婚事。
2013年2月，在贾同庆早已搬入新

房的情况下，村委会根据协议组织拆除
贾家旧房，因贾敬龙阻止而停止。经工
作贾敬龙仍不搬走，村委会于2013年5
月7日对贾家旧房实施拆除，为此，贾
敬龙与村委会双方为拆除旧房发生冲
突。此后，加之女友与其分手等原因，
贾敬龙对何建华记恨在心，预谋报复杀
害何建华。

本案中，旧村改造工程是经村民代
表大会决定，并经市政府批准，统一
规划、统一实施；村委会在户主贾同
庆得到两套新房后，根据贾同庆代表
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
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
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
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
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
的情节。

精神状态是否有问题

问：贾敬龙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否
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
中是否考虑过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
定？

答：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
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
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反映贾敬龙作案时和
作案前后有精神病表现。

贾敬龙预谋作案并精心策划，有备
而为，作案动机和报复对象明确，有意
选择特定作案时间、作案地点，被抓后
对犯罪起因、作案过程等供述详细，对
作案后果认识充分，反映出作案时意识
清晰，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及控制能
力没有障碍。

贾敬龙在归案后直至最高人民法院
复核工作结束前，其本人及其家属以及
辩护人，均没有提出贾敬龙患有精神
病，或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提审贾敬龙时，
贾敬龙回答切题，没有精神异常表现。
故贾敬龙属精神正常，无须进行精神病
鉴定。

综上，被告人贾敬龙经预谋，持枪
当众杀人，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手段极其残忍，人身危险性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贾敬龙到案后虽能供认
犯罪，但无悔罪表现等其他可以从轻处
罚的情节，不足以对贾敬龙从轻处罚。
一、二审对贾敬龙判处死刑，量刑适
当。最高人民法院遂对贾敬龙依法核准
死刑。

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
——最高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杨轶然

216名县管领导干部
参加“庭审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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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

时，可以向原一审人民法院核实罪犯
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情况。原一审人民
法院应当出具相关证明。

刑罚执行期间，负责办理减刑、假
释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协助原一审人
民法院执行生效裁判中的财产性判项。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老年
罪犯”，是指报请减刑、假释时年满六
十五周岁的罪犯。

本规定所称“患严重疾病罪犯”，
是指因患有重病，久治不愈，而不能正
常生活、学习、劳动的罪犯。

本规定所称“身体残疾罪犯”，
是指因身体有肢体或者器官残缺、功
能不全或者丧失功能，而基本丧失生
活、学习、劳动能力的罪犯，但是罪

犯犯罪后自伤致残的除外。
对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证明罪犯

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有身体残疾的证明
文件，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必要时可
以委托有关单位重新诊断、鉴定。

第四十条 本规定所称“判决执
行之日”，是指罪犯实际送交刑罚执
行机关之日。

本规定所称“减刑间隔时间”，
是指前一次减刑裁定送达之日起至本
次减刑报请之日止的期间。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财产
性判项”是指判决罪犯承担的附带民
事赔偿义务判项，以及追缴、责令退
赔、罚金、没收财产等判项。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7年1
月1日起施行。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在互联网上引起争议的贾敬龙故意杀人案今天有了最终结
果：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命令，
对贾敬龙执行死刑。行刑之前，法院依法安排贾敬龙与其亲属
进行了会见。

贾敬龙的死刑判决得到最高法院复核、他将被执行死刑的
消息上个月在网上爆出后，一些舆论活跃人士表达了强烈反对
意见。他们提出贾敬龙属于因房屋被强拆而激情杀人，被杀的
村支书何建华有严重过错，且贾敬龙犯案后有自首情节等等，网
上一些人推动了一种贾敬龙房被强拆、状告无门、女友分手，被
迫除恶复仇的悲情叙事。

然而最高法今天针对网上疑问做出详细解答，证明网上之
前对贾案的描述很多是不真实的。比如贾敬龙不是在拆迁现场

“激情杀人”，而是拆迁发生两年后他蓄意杀人，这两年中他为杀
死被害人做了大量准备。他杀人后逃离现场，后被追赶的村民
制服，期间他还开枪拒捕，他所编写的一条没有发出的短信并不
构成自首情节。

此外，此次拆迁是一项合法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贾敬龙父亲
已经代表全家与村里签约，并且得到补偿。贾敬龙个人拒不搬
迁，导致女友父母对其性格不满而阻止这桩婚姻，他个人生活变
得一团糟，并非被害人一手所致。

最高法最终下达对贾敬龙执行死刑的命令，这应当说是法
律在舆论面前的一种坚持。网上一些人的逻辑很简单：村里强
拆就是作恶，贾敬龙杀村支书则是除暴惩恶的英勇行为，这是

“官逼民反”。而真实案情却与此大相径庭。法律只尊重事实，
而不会对部分人的情绪进行迁就。

应当指出，少数律师对舆论做了误导。他们向公众描述的
案情细节不够真实，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也不准确。作为专
业法律工作者，犯这样的错误很不应该。

这次事件中，部分网上舆论之前对判处贾敬龙死刑的反对
落入想当然的俗套，被害人何建华虽只是个村支书，但被贴上

“官”的标签，这起案件是否应依法判决被引导向“官民恩怨”的
热门争论中。这种时候，处死杀人犯贾敬龙成了“杀一介平民”。

中国正在致力于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总用意识形态的框框
去套一些重案，对应网络时代特殊的“政治正确性”，是无论如何
要不得的。那样的话，互联网主导的“道德法庭”就将成为中国
的“最高法院”，舆论场的好恶将代替法律的专业性，谁粉丝多且
有号召力，谁就成了“大法官”。

从贾敬龙案受到舆论关注，到今天他被执行死刑，舆论的讨
论已经相当充分。在死刑被最高法院复核之后，一度暂缓执行，
贾敬龙的各种合法权利都得到保障，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在法
律上可谓无可挑剔。现在最高法维持了执行死刑命令，贾敬龙
被处死，舆论在完成了自己的参与之后，也应当对法律给予最终的尊重。

此案告诉我们，舆论人士介入具体案例的审理应当十分慎重，因为我们对案
情的掌握很可能不足以支持我们表达断然的处理意见。以为自己在道德上甚至
专业上比法官们高出一筹，这样的假设常常会成为陷阱。谦逊和敬畏之心所有
人都要有，法官们要有，舆论人士也要有。 （原载11月15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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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1月15日电 香港
高等法院 15 日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
府提请的司法复核案作出判决，裁定
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没有法律
效力，两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

两名候任议员在10月12日新一
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时，故意使用
侮辱性语言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宣
扬“港独”。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
特区政府随即就两人是否能够重新宣
誓提请司法复核。

高等法院 15 日下午开庭聆讯，
原诉法庭法官区庆祥就司法复核案作
出判决。判词认为，两名候任议员于
10月12日就职宣誓时的表现，无论
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显示他们拒绝依
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及《宣誓
及声明条例》作出誓言。

高等法院裁定，自10月12日起
依法取消两人就职立法会议员的资

格，两人占据的立法会议席已悬空。
同时，高等法院还颁布若干禁制

令，禁止两人声称有权或以立法会议
员的身份行事，禁止立法会主席为两
人再次宣誓监誓或准许为两人的宣誓
监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通过了
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作出的解
释。该条所列公职人员的宣誓必须符
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的
行为方式必须真诚、庄重，在宣誓内
容上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誓言准确、
完整、庄重地进行宣誓。

高等法院的判词认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这一解释对香港所有的法庭
均具有约束力，香港的法庭应该落实
该解释。根据该解释，如果立法会议
员在就职宣誓时故意拒绝依照《宣誓
及声明条例》所订明的誓词宣誓，所作
宣誓即告无效，就任资格也被取消。

本报南平11月15日电 （记者
何晓慧）今天，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
韩先聪受贿、滥用职权案，对被告人
韩先聪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
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对韩
先聪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3 年 至 2014
年，被告人韩先聪利用担任中共安
庆市委书记、中共滁州市委书记、

“大滁城”建设指挥部政委、安徽省
人民政府秘书长、安徽省政协副主
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土地
出让、项目建设、工程承揽、人事
任免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 人 财 物 ，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2328.902562 万 元 。 2008 年 9 月 至
2012年2月，被告人韩先聪在担任中
共滁州市委书记、“大滁城”建设指
挥部政委期间，徇私舞弊，以“大
滁城”建设指挥长会议集体决定的
形式，违反规定，向相关企业低价
出让土地使用权，减收土地逾期付
款违约金，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共计
人民币2.22350469亿元。

南平中院认为，被告人韩先聪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鉴于
韩先聪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
受贿犯罪事实；受贿939万余元属犯
罪未遂；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两名辱国候任
议员宣誓无效并取消其议员资格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
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

⇨⇨上接第一版 要牢固树立“一切面
向实战，一切为了实战”的理念，培育战
斗精神，按实战要求检验衡量训练成效，
在实战环境中锻炼队伍，为圆满完成繁
重的警务保障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沈德咏强调，要进一步提升警务保
障水平。紧紧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的标准和要求，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履
职尽责、规范执法的能力，确保司法警察
队伍执法更加规范、举止更加文明、形象
更加威武、纪律更加严明。要把执法岗
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大平台，把人民群众
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

准，把服务群众的意识贯穿警务工作始
终，使每次执法活动、每项执法行为都合
乎法律规定，体现法律精神，彰显法治进
步，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人民法院公
正为民的法治精神和服务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徐家新主持开幕式。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国猛致辞。开幕
式上，现场播放了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宣
传片，比武队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

誓。7个省法院司法警察代表队和浙江
省警官职业学院学员代表队进行了咏春
拳、警棍盾牌操、团体倒功、应急棍术、防
卫控制术、南棍术、综合搏击术等技能课
目演练，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司法警察警
用装备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刘学文，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
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政法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最高人民法
院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浙江省司法厅、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有关负责人，各高级
人民法院分管司法警察工作的副院长参
加开幕式。

把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要 求 贯 穿 司 法 警 察 队 伍 建 设 始 终
全 面 提 升 警 务 保 障 水 平 和 实 战 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