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政治 06

! " #$%

!"#$%&'(!"#$ )*+,-.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PMQ
RSTUV"WXYZ([\U]^_`a]
bc_de( fghijkblmnopS
qrstuv1wxyiz9:;<=>8
{|(&}~~,�S���U���8�
��z

&'()*+,!-./0"
���8�������BS����

mn��S�rs�]tu������8
mnzf�Sop��mnS�����mn
67�8 �¡¢£8¤¥¦

§¨S�]©ª�«Smn¬® °̄±
²q³´¦µ¶q·8°wxy´S¸¹opm
n��Ss�º»°¼½¾i´¿

Àk���mnÁÁÂÃÄÅ�Æ1
Ç48ÈÉ¦ !%&' )ÊSËÌÍÎÏÐ¡Ñ
ÒS���mnÁÓÔ�Õ���mnÖ
×ØÙ)ÚÛÜÝ(!%&)*!%!% ) +ÞSßà
¶áâmnq·Mãäq·åæ(×Ó�q
·çè8mn¤éêêê

M.mnëì°í´¦ à¶îïpÛ^p
ð^pí8²ñ(òóîï1ôõö÷øù
£(1úûöüýþûS1ÿ!"ö#$%
&'(^!)W*r£¡+7��¦

LM,ãëì°-´¦.bkëì/$t
u"0^ù^ü^1^23µø4¡5^Z^6
r£S À��rstu"$�7p859
9¦

:ö,ãëì°;´¦ f:ö°;´B<=
M>S?@>ABCDES�FöGãHI
JKáâ¦

LF,ãëì°M´¦ ��mnÁNOP
Qa×ÓSF4k!R8STG¦ UV'F
4¢£WXS×FMYZ$¦

[\Föëì°]´¦ ö^_rqr`
a^ ^Fbcde£rqr×ØS°=^6
f´ghi�ìb¦[jSkkbsMR]k
�lmÂSnA�r1opqr8ìbst
=guv¦

°mwxÀ�ySkz�mn8{|¡
}~øR��E¦ ´ �BÀ�S�mnÁÁ
ÂÃÄÅ�i8�Q���æ��¦@��
�"S��'F4k°,-. � ,´�éSMR
bvkv1%�iS¨%�8���18�
i¦����qSY�S%�8����=S
�MÍ¨����S�%4�¶MRAZ�
� 4�¡�S¢£qk£=¦ ¤¥¦=M
8m§S¨Sx�8F4S%��=Ö8©
ªÖS&$/84R«¬µOq®¦ ¯�°
±S85²³b$�99Sj´ºb=µ¶

¶¦ wxSMjb1°5´·iI¸¹SfLM
÷ºk÷4»¼ÿ^ ^MË½¾5¿ÀÛ¦
�ÁSÂ(=ÃÄÀÛSlÅÆ^^M^ÇÈ
8°<uÉ´ÊËÀÛmöSÌyBÍÎÏ
ÐS�qrÑÒ�Ó¦

ÔÕ1Ö×[\ö?Mj'j]SÀw
aØE8j]Ù!ÚÛ¦ ÜÝiSÞß8�
àáâãÁò!ëä¦ å:�OS�pkæ
uS�pkçè¦ æup�éS¨çêk�æ
që?�¦ ì�ÃÄÅÁÂ8éíS�"�
îïð÷¦ ñAÀw[jlçêC7òV
óS1MRöôó@8õ'øQ^6fö÷¦
ÀøòóSqùúûüESýìb8kþB
�"ÿ¸!8"#¦ [j$%!&'S: ,
)ASÖ¥[öl°]´7�.\S()MR
*+,�3^lr=-S.)�MR/Ë
.Ù0S ß�q�81\R23\F45
(SÀ1Ì67q87¦ a1SÖ¥[ö9
:`£S13; &0% <F[\öMöS=>
u?�¤@¦

fîï´BFöS��A'÷48°.
B�C´SsCµDEj´¦ MR"FÌGC
�éöÁ�ESM9Ë½HI¦ 5= #! )S
M $%% JCSqùKíL2Sý×ØM¦

NOöS�À��(�¤S¶��mn
8�PQ�ZR£S3^�6T.)÷48
.Émn5=ÀÛS U !%#. )w��VW
�¿XSYZ� !% )A8°[´\]^_`Ë
a°ppM9SbcdeázSeyYØ'
!´fa4¼g-S��Ø�hi�jW�

¿X^hi�°Ùk´g-(kG^kl^km1S
 n ,& p]��¿XSù���kh� &&
poo

FÖ8mnSp0�tu"qh�å
Ó=�^å¥r�8ÊM¦ 9<=$s¶=
MR"ZÌS !R8tu�÷ºkbtp¦
���1.�pGãblmno`^y
pSuMR"tp!R8v�wtuSkk
¶x`9<=$ìbÿyQp8zí¦

&'1)2+3!4567"
�]Mj{^|]MjDk�rL}~

18ÈÉSÀøa�1_`a]ghãÁ�
Ó¦ wx£�FÂltu*���8°pM
j´�S�A8�Pk�ì8=ê�S���
^�®���¦}�ZéÀp�É¿��S�
��mnÁ=�×Ó���EPM8�é¦

Àp�ª13�b÷�S&}1��ö
���l�S�÷��¦ µ¶øø��¡�
�¢£SÃÄÅ�§�mS@�ë�[<b
�ÓØ�S��Ì��r±B ¡¦ 1ÀºS
qhqZÃÄÅ?!¦ @1¢mnÁÁÂm
.S1£p¤¥¦¢Ì§T=$S1�Æ¨
�CÌ�lv¦ ©�1ªº67S@w18
�tk�º8°«¬´¦ @8Ú"�ãkk
¼�¨i^ÛpZ^e®�X¦ ¯°±²³
´Mj8R¯�Æq³S B !%&. )�µI
!% pMRSC)¶R�� 0 !¦ ·kS�Ý
¸¹Zº»¼k1³´Mj½§�Ú¦

1¾pS¨é¿³´Mj8aÀ�S�

mnÁ�ÁSs³´MjT���Â®LÃ
�ÄÅS°x{�D´¦ !%&' )S�{£Æ�
�wMj(Çmn��S`a°�pÈ!S�
pj]S!^É^Ê�üSË�^7ª^Ã@Ù
·Õ´¦ Â®L�Ì�Q¬Í8UVA¢mS
jlFÂÎ�ÃÏìÃS�ÚÐÛ¦ ÑÑ8S
FÂ"Y��ÒÓSÔ��Õ�¦ }�Sq�
MRFÂ.ÛuMjYÖ×RS�8�AÎ
ØÙÚj´S÷MÛjUøÜbS°³´Mj
ÝÞqkñA8³´Mjßà ´À�)Sáâ
³´j]mMÖ8×ØS.)¶;'R
1 0, !xi¦

ãFä¥öMÌ6k���å=�8
°æçè´SFÂ"qé�ltu*ÀwM
j�¦ !%&. )S ãFä¥öM¶R && !S
!%&' )�� ' !SB�°��´8êa¦ ÃÄ
Å�éQR�SCë�ìãFä¥öM¡�
�íö(Çmn��¦ (ÇÀpmn��S
bYZMjmÄ^¤¥mÄ^�¤mÄÙp
î«¦ 1ïÒ�"YS=FZkp"S§¨
=FZ��ðñ=Sòq�¦

fAq©ó8ÃÄÅ�ôõuS°�bö
"÷øS�kAòÀp"¦ ´»ïqéA5=S
@k�qmnÁêu�ùúBá�S Tû¥
ü¨^MjUV�²Sy67^ýR¯¦«þ &%
<²S@".²67Bÿÿ¦ 1À!ÄSj�
q��º^;º8qóYfy"S@"#$
¢£^%céí¦ Q&SR¯3¨ý$¦

�×FPMÖS�mnÁ�ìS'ú^
ü^1UV(IÁS?)8UVb*+¦ 1
*+öS@"¹øñ,S�a·-¦ ãFä¥
öM�p�%UVkÃÄÅU·"8.!S
Þ1*+m/¦ ÃÄÅë²}PqÛ0S.
p�%UV�pÛq�¦ @ÂyqZS�
1ñalw��%UV3¨2å¦ 0kÀ�
8303;S�4ÀÝ�[5aÓ�67=
Ì8ì�89!Õ|¦

�)SãFäj]¶;'R 2' !¦Ì6
8°æçè´:øÓ�'8R¡¦ ãFä8Í
;<=aZS<>§¡?@SlQ¬8®
¯AB��"F�B¦

��EPMCÀ���®DS���m
n®¯Sé��=ê�ÈÉ¦ ¤q®3ÈES
�)ù�|8³´^Î³^ãFäÙpj]S
k��]MjKé� #)% pMt8¢£¦ä
.S��=Ç� ) pmn��¦FAÙ)Sj
n1.p¤¥3±²1Ç & pmn��¦

&'(89+:;<=>
tu8mnS1GH8cö<kISì

b¦ §¨Sz�ö^mn8+JñzS£<M
j8mnKLM¶x�S mM¤ÈgNO
PSMRÃ\$¦Ìì¦°̧ ÂE´8mnSl
tu8QMmR�¦ £<tu8GHOB�
À�ÈÉ�SqS�TUUltuÔ¥^V
Emn8WßMj¦ 7�;X_`�8�
�SÞ·�YB�À�8`Z¦

°��8mnSbvkv1wxyiSb
qkq1©ªEÇni¦ ´á·À�8¾�S
���mnÁ[Ó�©ªEÇn\]¦ 6
)S C $%%% <8^Çn®_`�a1��
���b½YS hc�!=hT�d.¢^
�T=$ehfS�Âghi£þkÈ��
�ê!8Ç7S�?@jk®_ $%%% 8^S
l÷�°ÙF�;Ô´(m�jjF^®¯ê
êF^nÄ!!F^mn®¯Ro;Ô^mn
Ë�Ro;Ô1Çn8=p¦

$%%% 8^S ©�¶_`�jkøq�
AZk�rs®¦ 7�^FX_`�S�
�bÎt8a¤u<�S��1mn©ªE
iÀ�vhwË¿ ehf�&Stu"xy
qwS�pMR4i=MSk�s�p_`
FzOBde8JKS�]{|¶mn8!
}Skk@"¢£8¤¥¦

a�Ö3¥=���8��S arÜ^W
F~¦ §¨S1©ªEÇnöS@"qÐ�¢�
�wMj¦ 6)'ÇêêFm� ''$Ä^E�
¡m� &2Ä^]�m� !)ÄSk«Q���
û8mMæÞ�Ë���SlÆn�kQ'
8¦ ��!lmn©ªEyB�3;./^_
`�ö8QpT;¦Àø�.8�L¡8�!
±8ö÷SqhqÙmnî8·Ú�äMO¦

�Ðö Sk�p!Q��8!R¦ 1
À¤µS��!Q�y%�¦ �÷Õ���
�Þ�ëS�1 &2!% )S(M�h8���
mnF���±Rk���%��MuSI
<����S��²���S� ¡¢D�
¤SÍ�²�£¤�S���w¥U{S¥(
v¦§=¨S©<�^ª«z^IÂ°S¬¬
qªB®¦ ¨¯·5=8��!SÞq$
|KSö °̂°±mG´²³´S°��mG´
µ¶·S°4 CmG´¸^¹S¥ºó»×¼
½ÈYMF¾c?S =¿TÀ�ÁD¡
56."" d<nEVÂì¢¿S kf��
Àà=�ºåÓ68¦

À�1^}Á��ÃH8YMFS @"
8ö !RSì�ÄÅB��MuU{qªS
1��8!Rö�ÐÓý�Æä8� ¦

!"#$%&'()*+,
!!!"#$%&'()

!"#$%&'()*+,-! !!"#$%&'("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谢金玻 曹颖

两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打架，年逾五
旬的朱招梅好心劝架，竟当场殒命。

朱招梅的女儿将小波及其父母告上法庭。
小波是否要为朱招梅的死亡承担责

任？ 前不久， 经郴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
决，被告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

案由：中年妇女劝架去世

2017年12月25日上午，朱招梅与朋友
邓某在郴州宜章县一个院子里玩。 后看到
两个小男孩在打架， 朱招梅与邓某前去劝
架。朱招梅拉着其中一个孩子小波的手，另
一个孩子小军随后离开。在拉扯中，小波产
生不满，开始击打朱招梅。

监控录像显示， 小波用力朝朱招梅腿
部蹬了两脚，并朝其头部打了几拳。朱招梅
后来栽倒在地，再也没能醒过来。

经司法鉴定， 朱招梅致死的原因是主
动脉弓血管瘤引发血管破裂， 导致心包填
塞死亡。

因小波未满14周岁，警方不予刑事立
案。经当地司法所、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
会多次调解， 朱招梅家人和小波父母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争议：9岁男孩是否担责

2017年12月， 朱招梅的两个女儿将9
岁的小波及其父母诉至宜章县人民法院。

今年1月31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宜章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
长刘代全认为， 小波的追打行为与朱招梅
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是认定小
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关键。

庭上， 朱招梅的大女儿肖慧认为，“母
亲只有53岁，平时很注重保养身体，那天
出门时没有任何征兆。 如果没有小波的追
打，老人的病情不会被激发。”

小波的父亲则认为， 他们不应该为此
承担责任，“当天现场勘查时， 公安局的法
医从朱招梅身上发现了速效救心丸， 可见
她平时心脏不太好。在追打和疾病之间，疾
病才是导致死亡的关键因素。”

判决：监护人承担50%责任

经一审法院查明， 小波因朱招梅劝架
而拉扯朱招梅， 并用力对朱招梅拳打脚踢
长达数分钟， 其行为应认定为导致朱招梅
情绪激动和轻微外伤的主要原因， 进而引
发朱招梅动脉瘤破裂、出血，致心包填塞死
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由此判决小波与朱招梅各承担
50%的责任，小波为不满10岁的未成年人，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行为造成朱招
梅损害，由监护人小波父母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原告家人各项损失合计36.6万多元。

小波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郴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前不久，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次劝架，一条生命的逝去，一次沉
痛的教训。”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法官刘殳扬分析说。

法治故事
五旬大妈劝架去世，9岁孩子监护人被判赔30余万———

“熊孩子”打架的代价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刘彬）13日， 长沙市公安局通报了公安
部督办的一起涉恶涉黄网络犯罪团伙案。在
该案中， 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以互联网为
平台，在全国实施组织卖淫、抢劫、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罪团伙，共抓获涉案
人员187名，破获系列案件100余起。

今年8月15日凌晨，陈某和朋友张某在长
沙芙蓉区万家丽路某酒店开房休息时， 有人
通过聊天软件加他为好友， 称可提供上门色
情服务。 约1个小时后，2名女子来到房间，同
来的还有3名男子，抢走陈某的手机，并持刀

威胁陈某、张某通过微信向其转账4400元。
接到报警后，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刑

侦大队立即介入侦查， 发现该案背后暗藏着
一个巨大的组织卖淫、抢劫犯罪团伙。梳理发
现，自今年6月以来，长沙市芙蓉区、高新区以
及长沙县等地已先后发生多起同类型案件，
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研判， 呈现
出一个巨大的跨区域网络招嫖平台， 涉案人
员遍布全国各地。

据介绍， 该团伙成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
引诱招嫖人，然后以追加支付“买钟钱”“出台
费”“平台费”和“车费”为由，采取威胁、恐吓、

殴打等方式，敲诈或抢走招嫖人的随身财物。
通过线上线下侦查，一个在黑龙江、贵州

2个作案平台操控下、 涉案成员达100余名的
犯罪集团网络组织构架进一步明晰， 涉案人
员、犯罪窝点尽数呈现。

10月29日凌晨，专案指挥部调集800余名
警力，在湖南、黑龙江、广东等8省展开集中收
网行动，相继抓获犯罪嫌疑人187名。目前，该
案已刑事拘留113人，行政处罚74人，破获组
织妇女卖淫、抢劫、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
滋事等系列案件100余起。 专案的审讯深挖、
调查取证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网络招嫖抢劫案牵出跨省网络犯罪团伙
长沙公安侦破部督涉恶涉黄网络犯罪团伙案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远哲）今天22时许，中国国航CA1349航班落
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外逃美国的职务侵占犯
罪嫌疑人郑泉官被强制遣返回湘。郑泉官被强
制遣返， 是中美合作开展追逃的成功实践，也
是中美执法合作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郑泉官，男，1957年生，湖南省怀化市富达
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
占公司财产2800余万元，2015年潜逃美国。湖
南及时成立专门工作班子，迅速查明郑泉官涉
嫌职务侵占犯罪事实，并开展对外协作，提请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经中央追逃办
统筹协调，美国执法机关积极响应，两国通力
协作，最终取得行动成功。今日15时许，美联航
空UA807航班着陆北京首都机场，郑泉官在执
法人员的押解下，被强制遣返回国。

“郑泉官被强制遣返，是我省今年天网行
动、 猎狐行动的重大成果。” 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湖南省纪委省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副主
任、省追逃办工作人员曾浩表示，湖南将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的安排部署，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把追
逃追赃工作引向深入，坚持一手抓追逃、一手
抓防逃，一手抓遣返、一手抓劝返，坚定追逃必
胜信心，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我们奉劝那些仍然亡命天涯的逃犯们，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海外并非法外，外逃没有
出路，放弃幻想、迷途知返、早日回国投案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曾浩表示。

“在国外的日子没有人情味，还是回家好。
我将配合公安机关，把问题交代清楚。”郑泉官
说。

职务侵占外逃美国3年

红通逃犯郑泉官被强制遣返

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今
年8月23日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外交部联合
发布 《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
员投案自首的公告 》。公告指出 ，对于12月
31日前自动投案的职务犯罪境外在逃人员
给予从轻、 减轻或免除处罚。10月26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草案中增设了缺席审判程序 。 这些密集
的举措 ， 再次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 ，
也体现我国正在编织愈加严密的反腐败法
律网络 ， 持续强化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合作
的广度与力度。

■相关链接

11月14日晚，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外逃美国的职务侵占犯罪嫌疑人郑泉官（中）在执法人员
的押解下走出机舱。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死者家属

应负责任！ 没有责任！

小孩家长

漫画/刘铮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