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大毒品犯罪案宣判
2人被判死刑

就在3名毒枭被执行死刑
后，2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庭宣判一起贩卖、运输毒品
案，多达13人站上了被告席。

该案去年审理时，由省高
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大法官王树江担任审判长，四
川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级大检察官冯键出庭
履行职务。大法官和大检察官
同庭履职，在我省尚属首次。

据介绍，在该案的审查阶
段，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了
由冯键检察长任主办检察官的
5人检察官办案组。办案组展
开了大量的补查补证工作，不
仅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
益，同时为二审判决提供了确
实、充分的裁判依据，确保了死
刑案件质量。

四川高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刘某恩、余某勇、席某熊等
13人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
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贩卖运输
毒品。刘某恩、余某勇为主从
云南边境购买海洛因运输回四
川贩卖，作案三次，共贩卖运输
海洛因90余块，现场查获海洛

因70块23505.6克，席某熊、卢
某受邀约参与贩卖运输毒品，
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
输毒品罪。苏某、吉某则从刘
某恩等人处接收海洛因并在成
都市贩卖，二人的行为均已构
成贩卖毒品罪。秋某荣、陈某
辉、唐某会、邱某羽筹资认购毒
品，秋某荣转付收取毒资，陈某
辉保管毒品，四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贩卖毒品罪。庄某、沈某、
雷某浩受邀约参与运输毒品的
行为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最终，审判长王树江落槌
宣判，刘某恩、余某勇被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席某
熊、卢某等6人被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5人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五
年不等刑罚。对刘某恩、余某
勇的死刑刑事判决依法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

看“毒枭的
最后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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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院长王树江：

毒品犯罪是凉山脱贫
攻坚最大“拦路虎”
要零容忍严打击

该案宣判后，四川省高院院长
王树江在谈禁毒时说，一场以鸦片
命名的战争，开启了中国屈辱的近
代史。经过百年沧桑，我们与毒品
的战争依然没有终结。

王树江说，禁毒，是一场国家
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
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
福祉，厉行禁毒是我们党和政府的
一贯立场和主张。

凉山州是四川省乃至全国脱
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王树江认为，
制约和影响凉山州脱贫攻坚最大
的“拦路虎”，就是毒品犯罪和毒品
问题。此次，选择在凉山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代表了四川高院及凉山
两级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的态度。

王树江说，法庭是法院工作的
主战场，全省法院将通过依法审
理，将毒品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将
制贩毒团伙网络彻底摧毁，深挖涉
毒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铲除毒
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禁毒，也是一场人民战争，依
靠群众、发动群众是禁毒工作取得
胜利的根本保障。“今天的13个被
告人，从判决来讲，有些人失去了
自由，甚至有些人失去了生命。”王
树江说，“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是沉
重的。但作为法官，我们一方面要
通过刑事制裁使犯罪分子不能再
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犯罪分子
的惩处，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教
育，使广大的社会公众尊崇法律、
远离毒品、远离犯罪，这才是我们
的目的。”

“让我们庄严宣告，毒品一日
不除，禁毒战争就坚决进行到底。”
王树江最后强调。

24日，西昌市看守所，45岁
的阿有土黑起得比平时早。

2012年，因贩卖和运输上
万克毒品被逮现行，在这里，他
已待了七年。一审、上诉、重审、
复核到最后的最高法核准，等待
他的结果仍是死刑。“累犯、主
犯、集资贩毒、涉毒量巨大。”承
办法官说，这都是判处死刑的重
要原因。

7点过，凉山中院法官向他
宣告最高法死刑核准裁定书。
两个小时后，这个45岁的生命
走到终点。跟阿有土黑一样，沙
马莫阿色、黄健也几乎在同一时
间在普格县被执行死刑。3位
毒枭最终都倒在了毒品这朵“恶
之花”下。

就在3名毒枭被执行死刑
后，24日，省高院在凉山州中院
开庭对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进
行了二审公开宣判，案件审判
长、省高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二级大法官王树江当庭宣读
了判决结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李强

4月2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 省高院供图

贩毒运毒上万克
3名毒枭被执行死刑

24日，经最高法核准，3名毒
贩在凉山被执行死刑。

上午9点过，凉山州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冯成宣读最高人民法
院刑事裁定书，阿有土黑随即被
带离法院执行死刑。

裁决书显示，阿有土黑是凉
山州布拖县农民，2005年因贩卖
毒品罪被判刑，2010年刑满释
放。2011年12底，阿有土黑与他
人在西昌商量筹资，从云南购买
毒品回西昌贩卖。有人负责联系
购买海洛因，阿有土黑负责雇人
运输。

2012年1月，阿有土黑等人
在云南景洪市购得毒品，并运输
回西昌市。次日凌晨，警方在一租
住房内将阿有土黑等运输、贩毒人
员抓获，当场查获海洛因11644.5
克，查获制毒原料74.3克。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认
为，阿有土黑伙同他人贩卖海洛
因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
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
阿有土黑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突
出，是主犯，罪行极其严重，又是
累犯、毒品再犯，依法应该从重处
罚。

记者从四川省高院了解到，
同一天，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凉山州普
格县籍女子沙马莫阿色、宁南县
男子黄健也在普格县被执行死
刑。据介绍，两人在被民警挡获
时，被查获海洛因 53块共计
18442.8克。

4月24日，毒品罪犯阿有土黑在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被宣布
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不除毒品不除 禁毒禁毒不止不止

大法官宣判特大贩运毒品案
2人死刑6人无期
同日，3名毒枭在凉山被执行死刑

4月22日晚超级大乐透第19045
期开奖，幸运再次降临四川。

当天下午5点多，周女士（化名）
来到崇州市杨祠街323号的体彩网点
内，买了几张超级大乐透单式票，其
中一张打了五注，追加投注1倍。让
周女士没想到的是，这张花了她15元
的体彩票，竟带来了1800万元的惊
喜。

“我买彩票也没有什么技巧，主
要是根据店内的走势图，以及往期的
数据分析后，进行投注。”周女士称，
自己也算是老彩民了，每周都会到体
彩店内买上几张碰碰运气。此次揽
得大奖，周女士显得很淡定：“感觉自
己没有特别兴奋。”

她也透露自己以前购买大乐透
时每次都会选择追加倍投，且力度大
多以10倍计，而这次因为当时投注时
感觉“慌慌张张”所以只追加投注1
倍。不过，周女士并不认为这是一种

“遗憾”。“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
的也不强求。”

据悉，4月22日超级大乐透第
19045期开奖号码：01 04 16 19 33
+ 03 12。本期共中出36注基本投

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分布于山
东、山西、四川等17个省市。其中13
注采取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到800
万元。

本期全国还中出二等奖基本投

注263注，每注奖金9万。其中追加
87注，每注多得到7万。四川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
购彩者，适量的追加倍投能够让惊喜
加倍。

本周三（4月24日晚）开奖的大乐
透19046期奖池金为55.52亿元。近
期，体彩大乐透不断中出大奖，山东
3.0亿、青海1.8亿、江苏0.9亿。

目前，四川体彩正开展体彩排列
3大派奖活动，直选奖金由1040元增
加至1500元，组选3奖金由346元增
加至500元，组选6奖金由173元增加
至251元。总派奖奖金为1500万元，
派完即止。

同时，四川体彩还在开展买排
列3送大乐透活动，四川省内购买
排列3游戏单票金额满20元，即赠
送超级大乐透机选3元追加投注彩
票一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厉害了成都“淡定姐”
大乐透揽下1800万大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广安、达州、攀枝花、广元、
遂宁
良：资阳、自贡、德阳、绵阳、南充、西昌、雅
安、内江、乐山、巴中、泸州
轻度污染：宜宾、眉山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10—14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
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污染，大部城市为
良至轻度污染；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
污染，部分城市为轻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
染；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攀西地区和川
西高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其余城市
为优或良。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2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8 34 C
多云间阴

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多云转晴
偏北风1- 2级

20 32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晴
晴
晴

多云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多云转晴
晴

4-26℃
8-25℃
14-30℃
20-34℃
18-32℃
20-32℃
20-33℃
21-32℃
20-33℃
21-34℃
20-35℃
20-33℃
20-34℃
21-34℃
20-34℃
20-34℃
20-32℃
21-33℃
19-33℃
20-33℃

晴转多云
晴
晴
晴
小雨

晴转中雨
晴转阵雨
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多云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小雨
晴转多云

8-27℃
9-24℃
16-31℃
20-34℃
19-29℃
21-32℃
23-34℃
21-30℃
20-32℃
22-33℃
21-34℃
22-34℃
23-34℃
23-34℃
22-34℃
22-34℃
22-33℃
21-34℃
20-32℃
21-34℃

吴冰清

明日限行 5 0

今日
限行 4 9

中国体育彩票4月24日开奖结果

体彩

4月26日，宜宾市酒都剧场将演出开
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羞羞的铁拳》；

4月26日，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将
演出《献礼母校·川音杰出校友展演系
列·谢明钢琴独奏音乐会》；

4月27日，东郊记忆·8090剧场将演
出北京爆笑动感话剧《夜色》；

4月27日晚，成都博物馆·多功能厅
将演出民族室内乐《春江花月夜》；

4月27日至28日，东郊记忆·荷苗小
剧场将演出爱情温度话剧《那座城，那个
人》；

4月28日，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出
“2019月光星愿·九把大提琴·久石让经
典作品音乐会”；

4月30日，特仑苏音乐厅将演出“乐
动蓉城”月末惠民音乐会 ——“风华”民
族音乐会。

超级大乐透第 19046 期全国销售
279781730元。开奖号码：02、08、14、15、
35、10、12，一等奖基本5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215注，单注奖
金198355元，追加44注，单注奖金158684
元。三等奖448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
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
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
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
告。5516686407.3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107期全国销售17621866
元。开奖号码：214。直选全国中奖3165
（四川44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8853（四川1492）注，单注奖金173元。
15443224.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107期全国销售10966740
元。开奖号码：21464。一等奖29注，单注奖金
10万元。247017108.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56 期全国销售
18596568元。开奖号码：31330001313110，
一等奖全国中奖10（四川1）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352（四川2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56期全国销售
20704650元。开奖号码：31330001313110，
全国中奖4145（四川19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9期全国
销售41672元。开奖号码：001011110033，全
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63期全国销售
717352元。开奖号码：02110101，全国中奖
44（四川3）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24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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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