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问：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等的
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 再审改判张文中等不构成诈骗罪，主
要理由是：

物美集团作为民营企业符合国家申报国债
技改项目的条件，原判认定物美集团不具有申报
主体资格与当时的政策不符。1999年国家有关
部门虽然将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主要投向国
有企业，但并没有明确禁止民营企业申报。2002
年物美集团申报国债技改项目时，国家对民营企
业的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国债技改贴息政策也已
有所调整，物美集团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
目符合国债技改贴息资金支持的项目范围。虽
然， 物美集团在距申报截止时间比较紧的情况
下，为了申报的方便快捷而以诚通公司下属企业
的名义进行申报，程序上不规范，但物美集团始
终是以自己企业的真实名称进行申报，并未使审
批机关对其企业性质产生错误认识。

物美集团申报的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
并非虚构，而且申报后部分实施。物美集团虽
违规使用3190万元贴息资金， 但并没有侵吞、
隐瞒该笔资金。

综上，物美集团在申报国债技改项目和使用
国债技改贴息资金方面虽然存在一些不规范的
行为，但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等并无骗取国债贴息
资金的故意和行为， 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原判认定张文中、张伟春的行为构成诈骗
罪，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问：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单位物美集团
及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
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认
定物美集团和张文中给予梁某500万元好处费和
给予赵某某30万元好处费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
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纠正。

物美集团在收购粤财公司所持泰康公司
股份过程中，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造
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无论在股权交易中还是在交易后，物美集
团和张文中都没有主动给予粤财公司总经理
梁某好处费、梁某也没有向物美集团和张文中
索要好处费。

广州华艺广告公司李某某通过陈某某向
物美集团索要500万元，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张
文中有向梁某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
梁某也没有实际收受。

物美集团和张文中给予国旅总社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赵某某30万元好处费，尚未达到刑法规
定的“情节严重”的程度，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问：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文中的行
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除了

要有挪用资金的行为，还必须证明挪用的资金
是归个人使用。 如果不能证明归个人使用，则
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
张文中与泰康公司董事长陈某某等共谋并利用
陈某某职务上的便利， 将泰康公司4000万元资
金转至卡斯特投资咨询中心股票交易账户申购
新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但在案证据显示，涉
案资金均系在单位之间流转，反映的是单位之间
的资金往来，没有进入个人账户；在案证据中没
有股票账户交易的记录，该账户上的具体交易情
况及资金流向不明，无证据证实张文中等人占有
了申购新股所得赢利；关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
的证据都是属于言辞证据， 且存在供证不一、前
后矛盾等问题。因此，原判认定张文中挪用资金
归个人使用、为个人谋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应予纠正。

问：再审改判张文中等无罪，对已经追缴的
财产、判处的罚金如何处理？如何进行国家赔偿？

答：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不仅宣告了
张文中等无罪， 而且判决对已经执行的罚金、
追缴的财产依法发还。宣判后，有关部门将及
时执行判决，把已经执行的罚金和追缴的财产
发还物美集团和张文中等人。

法庭宣判后， 审判长已向张文中等作出释
明，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

定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申诉
人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问：对历史形成的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
案件，人民法院如何依法妥善处理？

答：一些民营企业家为寻求企业发展，在经
营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行为。对此，我们应当用
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

依法妥善处理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类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是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内容。从执法、司法机
关来说，对于这些不规范行为，要严格区分罪与
非罪的界限，对于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采取
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民事赔偿等等方式妥善处
理，但是不能把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当作刑事
犯罪来处理。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要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
从无”“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则，对于罪与非罪界限
不清，或者定罪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问：人民法院要从张文中案件中吸取什么
教训？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对甄别、纠正涉产
权案件还有哪些工作打算？

答：张文中案件，是人民法院落实党中央产
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的一个“标
杆”案件，纠正了原判的错误，依法保护了企业家
的合法权利，维护了公平正义。同时，我们要深刻
吸取教训：一是要严格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二是要严格贯彻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等
原则， 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
得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也不能将一般的违规行
为当作犯罪处理； 三是要严格贯彻证据裁判、疑
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必须有
充分确实的证据支持，定罪证据不足的要依法宣
告无罪；四是要准确理解国家政策的精神，把握
政策的发展变化，防止用过去的政策衡量行为发
生时的企业经营活动。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严格按照党中央
的统一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强化产
权和企业家权益的司法保护，努力推进产权保
护法治化。一是进一步加大涉企业家产权错案
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二是深入剖析涉产权错
案产生原因，健全体制机制，从源头上预防错
案的发生；三是加强对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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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标杆”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就张文中案改判答记者问

� � � �2018年5月31日， 最高人民法
院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 单位
行贿、 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
宣判， 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张文中
无罪， 同时改判原审同案被告人张
伟春、 原审同案被告单位物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美集
团） 无罪， 原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
缴的财产， 依法予以返还。

为什么要改判张文中无罪？对
历史形成的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的案件， 人民法院如何妥善处理？
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吸取教训？记者
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负责人。

产权司法保护
让企业家挺起腰板
� � � �社会高度关注的原审被告人张
文中 （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诈骗、 单位行贿、 挪用资金
再审案尘埃落定， 最高人民法院31
日开庭宣判， 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
张文中等无罪。

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涉产权重大
案件， 以公正司法让企业家安心经
营、 放心投资、 专心创业， 是我国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依法保护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有力证明。

张文中案再审改判， 向社会传
递了一个 “有错必纠” 的信号。

制定一沓文件， 不如纠正一个
错案。 这次案件再审， 人民法院按
照罪刑法定、 证据裁判、 疑罪从无
等原则 ， 依法纠正原判在事实认
定、 证据采信、 法律适用方面的错
误， 不仅还了张文中等一个公道，
更将发挥司法判决的示范效应， 推
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进一步增强
新时代司法理念， 明确有关犯罪的
认定标准， 从源头上防范涉产权领
域冤错案件的发生。

最高法的判决还传递一个信
号 ， 对于企业家在合法经营中出
现的不规范和经营失误 ， 需要司
法机关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审慎适用刑罚措施 ， 避免出现用
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基石 ， 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生产
力。 只有对各类企业产权进行平等
保护， 才能让企业家安心创业， 创
新热情才能得到充分释放， 为社会
创造更多财富、 激发更大活力， 才
能让企业家为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纠正产权错案， 将进一步增强
全社会对产权保护的信心。 有恒产
者有恒心， 人们期待司法机关更好
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期待完善的
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
营商环境， 提升市场主体投资创业
信心，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和国家长治久安。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5月31日拍摄的庭审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 湘阴青竹寺窑址首
次发现东汉龙窑， 本次发现首次明确了东汉时
期岳州窑的窑炉形制， 而印纹硬陶和青瓷混烧
表明， 青竹寺窑是湘江下游由陶向瓷过渡的重
要见证。

青竹寺窑址位于岳阳市湘阴县静河镇青湖村
16组，窑址西临哑河，分布在低矮的丘陵上。1988年
11月，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湘阴县博物馆联
合考古发掘，首次揭示了青竹寺窑址的年代和产品
特征。

2017年11月至今年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县文物旅游局对青
竹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两处东汉龙窑遗迹
和相关的瓷片堆积。

“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制首次得到明确。
两座东汉时期的窑炉均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窑
壁下半部为黏土抹砌，上半部为砖砌，可以推测东
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正处于由黏土向土坯砖砌过
渡的阶段。”考古项目负责人杨宁波介绍，这一发现
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的发展序列，为研究长江中游
地区成熟青瓷的起源和龙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

要资料。窑址中发掘出的玉璧型垫圈或圆形垫饼表
明，当时的人们通过在陶瓷中间放置垫隔具，以叠
烧的方式提高产量。

在其中一座东汉龙窑的堆积中，发现了大量青
瓷残片和少量印纹硬陶残片， 前者产品种类丰富，
后者主要是釜和罐。“这表明青竹寺窑正处于印纹
硬陶与青瓷混烧向专烧青瓷过渡的阶段。” 杨宁波
说，青瓷胎体细腻、釉色莹润、釉层均匀，产品质量
远远高于2017年湘江中游发现的三国时期大浦窑
产品，再次证明了湘江下游是长江中游技术最为成
熟的青瓷起源地之一。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红艳）今天是第
31个世界无烟日， 今年的主题是
“烟草和心脏病”。由省卫生计生委
举办的第31个世界无烟日暨2018
健康中国（湖南）行主题宣传活动
今天在长沙正式启动，来自省会长
沙卫生计生系统、 学校等单位的
300多名代表用行动表达了禁烟、
控烟的决心。

远离烟草就是远离疾病。烟草
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
的死亡人数高达600万。我国吸烟
人群超过3亿，每年因吸烟相关疾
病所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约
12%的心脏病死亡归因于烟草使
用和二手烟暴露。每天抽一支烟会

使男性冠心病风险增加74%，女性
增加119%。 戒烟可迅速降低发生
心脏病的风险。

活动现场，来自省肿瘤医院的
医师代表以医师的名义发布控烟
倡议《控烟国策，医者先行》，倡议
大家做禁烟表率，帮助和鼓励吸烟
者戒烟，积极提供戒烟服务，推广
简短戒烟干预。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彭振国说，全省各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爱卫部门要以世界无烟日
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采取多种
形式，持续开展控烟宣传，推动无
烟环境建设， 大力开展戒烟服务，
倡导无烟生活。省卫生计生委健康
教育宣传中心提醒市民，如果想得
到简短戒烟干预，可拨打全国戒烟
热线电话12320、4008085531。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上午，全国“扫黄打
非”进基层示范点———潇湘国际
影城揭牌仪式暨暑期“护苗2018
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潇湘国际
影城东塘店举行。 来自省“扫黄
打非”办、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全国“扫
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潇湘
国际影城揭牌。同时，省“扫黄打
非”办公室为全省“扫黄打非”进
基层示范点砂子塘街道授牌。

据介绍，潇湘国际影城被列
为全国文化企业唯一一家全国
“扫黄打非” 进基层示范点，自
2017年创建示范点以来，潇湘国
际影城利用门店受众人数多、宣
传面广的“扫黄打非”宣传优势，
利用影城LED显示屏、大型取票
机屏幕、映前广告、微信公众号
等宣传平台，对“扫黄打非”内容
进行主题宣传，并积极开展“凭
版权影票观看上映影片·拒绝盗
版”“扫黄打非·看正版电影”中
小学生暑期免费观影等活动。

下午，省“扫黄打非”办公室
组织前往长沙县泉塘中学进行
网络安全进校园进课堂活动。据
介绍，2017年长沙县泉塘中学成

功入选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进校园示范
点，今年该校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全力
支持我省网络安全课现场授课活动。 此次
活动采用上课的形式， 针对初中学生从以
案说法、网络安全知识、游戏防沉迷等三方
面进行重点讲授。 课堂中还采取发奖品的
形式，向现场学生和家长发放“扫黄打非”
宣传手册100本，赠送正版书籍近100册。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记者 左丹） 记者
今天从湖南大学获悉，近日，该校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一学生团队
成功提出一种针对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简称“糖网病”）的人工智能
算法， 不到3秒便能诊断出结果，
有望为糖网病的筛查、诊断提供技
术支撑。

在我国， 目前约有1.1亿糖尿
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若不加控制
有八成患糖网病概率。 糖网病作
为18-65岁年龄段居首位的致盲
眼病， 其失明风险比正常人高25
倍。“定期眼底筛查可在早期发现
糖网病的同时对自然病程进行干
预，减缓病情进展，降低失明风险
达94.4%。 ”团队成员奚子为、火生
旭告诉记者,“然而，2016年中华医
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眼科学术大
会数据显示，我国还有20%的县级
医院没有眼科，眼科医师尤其是眼
底专业医师较少，与糖尿病患者比
近1∶3000。 这些使得定期筛查、

早期发现难以实现。 ”
该团队在湖南大学信息科学

专家荣辉桂、李肯立和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眼科专家罗静等组成的
导师团指导下发现，在国家超算长
沙中心强大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
力支撑下，一个深度学习算法能够
发现眼底照片中的糖网病迹象，从
而实现自动判片和辅助诊断。“我
们对8万多张眼底照片进行了测
试，结果表明，算法的表现已达到
专业眼科医生的水准， 准确率为
91%，耗时约为医生人工诊断的三
十分之一。我们希望能帮助医生筛
查更多的病人，减轻眼科医生的工
作强度， 降低人眼判片的误差，尤
其是在资源有限的基层医院和社
区医院中。 同时，也希望能为糖尿
病的慢病管理以及精准防控提供
新的思路。 ”

据了解，目前该检测方法正在
湘雅二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
阳市北京路社区第一卫生服务站
进行初步的临床验证和测试。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罗咸
辉 黄声波）5月30日，湖湘地名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湖南
工业大学召开。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中国地名学会
会长王胜三等出席。

这次研讨会由湖南工业大学发起组织， 会上就加
强湖湘地名研究、 建设高校特色学科以及湖湘地名研
究的意义、思路、方法、进展与成果等进行了交流和探

讨。 湖南工业大学还与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初步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部校携手共建“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

据了解，自2006年以来，湖南工业大学组建了由该校
彭雪开教授领衔的地名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团队。作为我国
知名地名研究专家，彭雪开致力于不断发掘和保护地名文
化，历时12年余，先后完成了《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湖
湘地名纪事》《湖湘炎帝地名考释》等地名文化专著。

湘阴青竹寺窑址首次发现东汉龙窑
为湘江下游由陶向瓷过渡的重要见证 我省举行第31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湖大学生能“看病”
人工智能3秒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湖南工业大学与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共建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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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社区
5月31日，居

民在参观廉政书
画作品展。 当天，
长沙市开福区伍
家岭街道科大佳
园社区联合湖南
省直书画家协会，
开展“书画名家进
社区，翰墨飘香满
佳园”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远离烟草 远离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