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起诉书显示，关于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的指控：2017年
12月22日至2018年4月2日

期间，被告人李利娟、许琪以某企业
武安园区高压线路迁建工程影响其
在白家庄村北探矿权为由，指使另外
两名被告人，组织爱心村的残疾智障
儿童及未成年学生十余人，多次到施
工现场，采取威胁、躺入施工基坑等
方式，阻拦施工，经邯郸市某资产评
估事务所进行资产损失评估，因阻拦
施 工 造 成 损 失 合 计 人 民 币
109429.25元。

伪造公司印章罪

关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印章罪的指控：在武安市
公安局对被告人李利娟相关

处所依法搜查时，于2018年5月9日
在爱心村二楼办公室提取印章8枚，
经鉴定，其中标有“武安市午汲镇上
泉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医院诊断专
用章（2）”“安康精神康复专科医院病
案专用章”字样的3枚印章系伪造；同
年的5月14日在李利娟住宅内提取
出的一枚标有“峰峰矿区峰四勘探注
浆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经鉴定，
也是伪造的，这枚印章还被用于

2011年办理武安市白家庄村北铁矿
探矿权延续手续，属于非法保留白家
庄铁矿的探矿权。

诈骗罪

关于诈骗罪指控：2014年至
2018年期间，被告人李利娟作
为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负

责人，向武安市民政局、武安市武安镇
政府隐瞒事实，提供了23名与事实不
符的申请低保人员信息，使武安市民
政局为不符合申请低保人员办理了
低保手续；又隐瞒3名享受低保人员
已死亡的信息，骗取城镇低保金。经
河北涉县永利司法会计中心鉴定，被
告人李利娟以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
26名人员名义骗取国家城镇低保补
助资金共计人民币568493.2元。

职务侵占罪

在检方指控的职务侵占罪一
项中，审查查明2014年至
2018年期间，李利娟利用管

理民建福利爱心村公用账户的便利，
将公用账户资金61万元，转至个人
名下银行卡账户，用于个人消费，其
中47万元用于为其儿子购买丰田霸
道牌汽车，14万元用于其个人购买
红木家具。

敲诈勒索罪

检方还指控称，李利娟多次
对当地企业进行敲诈勒索。
2014年11月，武安市圣荧环

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武安市贺进
镇南街村马鞍山附近，承建20兆瓦
光伏电站项目。被告人吕军生等人
以该项目占用其在南街村马鞍山临
时占地为由，多次阻拦施工并索要钱
财未果后，找李利娟出面解决。随
后，李利娟、许琪伙同吕军生等人，经
预谋，编造李利娟虚假入股协议，以
马鞍山树木被砍为由，向武安市森林
公安局虚假报案，并采取恐吓、威胁、
滋扰等手段向该项目部负责人索要
2000万元赔偿款。为不影响施工，
该负责人被迫无奈向李利娟提供的
银行卡分两次打入人民币共计70万
元。2015年1月5日，被告人李利娟、
许琪将该70万元用于购买奔驰汽车
一辆。

除此之外，2016年3月，武安市
大同镇永天铸造厂、延时铸造厂等
六家铸造企业，为方便货物运输车
辆通行，对大同镇贾里店村河道进
行道路拓宽平整。被告人李海军、
李领军以占其承包的河道为由阻
拦施工，为索要钱财，遂通过被告
人李一龙找到李利娟、许琪，由李
利娟等人出面阻拦施工，并与李利
娟等人签订虚假入股协议，向六家
铸造企业索要钱财每年28000元。
六家企业为不影响生产和货物运
输，2016年至2018年，被迫支付人
民币共计84000元，其中李利娟得
赃款56400元。

据澎湃新闻网

从爱心人士到涉嫌犯罪，李利
娟案案引起广泛关注。该案原定于
2019年5月23日开庭审理，后李利
娟主动解除2名辩护人的委托关系，
于5月22日提出另行委托辩护人，为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武安
市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对此案延期至
6月19日审理。

起诉书显示，李利娟等16人被
控的七项罪名中，有五项与李利娟
有关。据武安法院通报，该案庭审
时间预计将持续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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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美贸易代表称
“与中方的对话行不通”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9日表示，中美在经
贸领域的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和磋
商来找到解决办法，只要这种对话
和磋商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基础之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18日在参院听证会上谈到中美
经贸分歧时称，与中方的对话行不
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
普总统18日通了电话。特朗普总
统在通话中表示，美方重视美中经
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展开
沟通，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
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
达成协议。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同
意两国经贸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
保持沟通。

“我们多次说过，中美达成一
个互利双赢的协议，不仅符合中美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
界的期盼。你刚才援引的是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的表态。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昨天美国白
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接
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两国元首通
话后美国市场的反应表明，谈比不
谈好。”陆慷说。

陆慷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通话中所指出的，关键是要照顾彼
此的合理关切。“我今天愿再次重
申，违背这一原则，是没有出路的。”

特朗普启动
连任竞选活动

新华社华盛顿6月18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晚在佛罗
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一场集会
上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启动连任
竞选活动。

集会在奥兰多安利中心体育
馆举行。特朗普在演讲中延续此
前风格，一面攻击新闻媒体和民
主党候选人，一面强调自己上任
两年半以来的政绩。

他提及持续两年的“通俄门”
调查，坚称自己“清白”、是民主党
和媒体“猎巫”行动的受害者。他
还表示，如果连任成功，他将继续
在移民问题持强硬立场并继续加
大对毒品的打击力度。

《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演讲
名义上是启动连任竞选活动，但
特朗普并没有抛出任何有新意的
政策，只是重复了之前集会上的
一些论调。

特朗普现年73岁，2016年11
月当选美国总统。

6月19日上午，河北“爱心妈妈”
李利娟等16人涉恶案件，在河北武安
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期间，武
安市法院外戒备森严，多名警务人员
在现场维持秩序。

8时30分，该案正式开始审理。
武安法院门口，李利娟等被告人的亲
属多人站在法院大门外，未能进入法
院旁听。法院周围戒备森严，拉上了
警戒线，多名警务人员在现场执勤，
多家媒体的记者也被阻拦在外。

武安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
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此次
审判庭共有110个旁听席，但都已被
坐满，旁听人员包括被告人家属、部
分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以及央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三家媒
体的记者。

同时，为方便记者工作，武安市
法院工作人员将众多媒体记者请到
了位于武安市内某宾馆会议室内。
他们表示，庭审结束后，将第一时间
通知记者庭审结果。

李利娟涉恶案的检方起诉书中
显示，李利娟及其团伙犯有包括采取
威胁、欺诈等手段，实施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
章、敲诈勒索、诈骗、职务侵占等一系
列犯罪行为。

据检方起诉书显示，包括李利娟
本人在内，出庭受审的被告人有16
人，系李利娟、许琪为首的恶势力犯
罪团伙，涉嫌实施犯罪行为包括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伪造公司印章、敲诈
勒索、诈骗、职务侵占、故意伤害、窝
藏等“七宗罪”，其中，有五项与李利
娟有关。

李利娟，身份证姓名李艳霞。多
年来，李利娟和她的武安市民建福利
爱心村，先后收养孤残儿童100余
名。李利娟本人曾被评为“感动河北
十大人物”。于是，李利娟便拥有了

“河北好人”“爱心妈妈”“为抚养孤儿
散尽百万家财的女企业家”等光环。

2018年5月4日，武安警方对李利
娟名下的“爱心村”予以取缔。次日，
当地政府通报称，李利娟涉嫌多起敲
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
刑事拘留。

至此，从河北“爱心妈妈”到刑事
犯罪嫌疑人，最终到定性为恶势力犯
罪团伙“头目”之一，李利娟形象的大
反转，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据警方披露，李利娟名下有各类
银行账户45个，现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2000多万元，美元25500元。此外，
她还曾试图向政府机关索取2000万
元的天价补偿，并从当地宾馆和医院
讹诈总共近30万元。

2018年6月8日，李利娟因涉嫌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敲诈勒索罪，经
武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武安市公
安局执行逮捕。

此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多方信源证实，被告人许琪系李
利娟男友。

目前，“爱心村”的69名孤残儿童
全部被安置到武安市社会福利院。

被称“教科书式老赖”
黄淑芬索赔80万

黄淑芬起诉称，赵勇以事先经过导
演和设计好的言语、行动刺激、诱导黄淑
芬偷录既定目的所需要的视频内容，经
专业人员剪辑后形成《发生车祸后的776
天》，并于2017年11月22日在新浪微博实
名账号发布，在黄淑芬已经赔偿49.2万元
的情况下，欺骗和误导社会公众称其“一

分钱未赔”。
在赵勇视频发布3小时后，律师岳屾

山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转发了该视频。
黄淑芬认为，岳屾山以律师、法律专

家和媒体观察员的身份转发该视频当
晚，即形成全国性舆论关注的重大事件，
有关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被大量传播，
自己以及女儿接到大量短信和电话的辱
骂以及侮辱，导致自己被冠以“教科书式
老赖”称号，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导致
自己与女儿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无法工
作和正常生活。

黄淑芬认为新浪微博与岳屾山构成
名誉侵权，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
偿40万元损失和30万元精神损害金以及
10万元维权成本等。

岳屾山辩称，自己转发的微博内容
属实，未对转发内容进行修改，不存在过
错；在转发该视频前，原告因不履行法律
义务已经成为网络热点俗称的“老赖”。

微梦创科公司（新浪微博）辩称，微
梦创科公司系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微博
用户所发布的内容无事先审查或主动审
查的法律义务，涉案博文没有明显的侮
辱、失实内容。

法院认定“耍赖”一词
不构成侮辱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岳

屾山转发涉案视频之时，并未作出修改，
亦没有添加或者修改视频标题，岳屾山
转发涉案视频前，查询了失信人名单等
公开信息，尽到了较高的注意义务；岳屾
山发布的评论系对不履行生效判决相关
法律规定的解读，属于就事论事的普及
法律知识范畴，是出于善意而非恶意，并
无不当之处，其转发涉案视频的行为和
发布的相关评论，并未侵犯黄淑芬的名
誉权。

法院指出，在黄淑芬事件已经引起
大量过激言论的情况下，岳屾山仍持续
发布与案件相关的博文，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黄淑芬的对抗情绪，激化了矛盾。
对此，岳屾山今后应加以注意，更加稳妥
处理。

对于“耍赖”的提法，法院认为，根据
查明的事实，2017年11月20日，唐山中院
将黄淑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载明
黄淑芬系全部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且系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
情形。上述情形与涉案视频中黄淑芬所
称“我是收入不低，我得还贷款啊”一语
相互印证，由此可知，黄淑芬的行为上没
有履行判决义务，主观上亦无履行判决
义务的意愿。在上述情形之下，赵勇作
为伤者之子认为其在“耍赖”有一定缘
由，与赵勇的身份和其所处场景相符。

综上所述，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
判，驳回黄淑芬全部诉讼请求。

河北“爱心妈妈”李利娟受审
以李利娟、许琪为首的恶势力团伙16人涉嫌“七宗罪”

唐山“教科书式老赖”名誉维权被驳
交通肇事拒绝赔偿被称“老赖”，法院认为未失实不构成侮辱

李利娟被控五项罪名

□河北武安“爱心妈妈”涉恶案追踪

封面
直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沈轶段意茜

河北武安报道

6月19日，
河北“爱心妈
妈”李利娟等
16 人 涉 恶 案
件，在河北武
安市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2015年10月6日，唐山男子赵勇的
父亲赵香斌遭遇车祸，后于次年12月去
世。2016年6月8日，唐山中院一审判决
肇事者黄淑芬需赔偿85万余元，限判决
生效后10日内给付。黄淑芬始终拒绝赔
偿。赵勇将与黄淑芬一家接触的视频和
音频发布至网络，此后黄淑芬被称为“教
科书式老赖”。律师岳屾山在实名认证
的微博上转发了该视频。

黄淑芬认为新浪微博与岳屾山构成
名誉侵权，于2019年1月将二者诉至北
京互联网法院。6月18日，法院一审驳回
原告诉求，法院认为，转发涉案视频的行
为和发布的相关评论，并未侵犯黄淑芬
的名誉权。

目前，“爱心村”的69名孤残儿
童全部被安置到武安市社会福利院。

律 |师 |说 |法

“评论属实有依据
一般不构成侵权”

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认为，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
利，公民个人以及媒体都有对社会发
生的热点事件发表评论和观点的权
利；同时我国法律对公民的隐私权和
名誉权也有相关的保护规定，评论权
利不能滥用，不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和名誉权。

在两种权利边界的界定上，如果
个人和社会舆论评论是有一定依据
的，尽到了正常人的注意义务，这种情
况一般就不被纳入侵权的范围，虽然
这类评论可能和事实有所差距。就像
本案法院判决所阐述的那样。

至于黄淑芬表示，在转发视频后，
自己遭遇了网络暴力和攻击，如果黄
淑芬认为自己的名誉和隐私权遭遇侵
害，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起诉这些对
她实施网络暴力的人。

至于这些攻击是否构成侵权，赵
律师表示，要根据侵权责任法来判断，
具体要看传播的情况是否属实，是否
有依据。

综合新京报、北京晚报

马航MH17空难调查团
对4名嫌疑人提起诉讼

新华社海牙6月19日电 荷
兰主导的马航MH17空难联合调
查团19日宣布，对4名涉案嫌疑
人提起刑事诉讼，4名嫌疑人被
控犯有谋杀罪。

调查团说，4名嫌疑人包括1
名乌克兰人和3名俄罗斯公民。
按照调查团的说法，空难发生时，
这4人均在乌克兰民间武装成立
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担任军
事或情报要职。荷兰首席公共检
察官弗雷德·韦斯特贝克在发布
会上说：“这4人应该对将击落客
机的武器运入乌克兰境内负责。”

调查团表示，案件将于2020
年3月9日在海牙法院开庭审
理。由于乌克兰、俄罗斯法律均
禁止向境外引渡本国公民，荷兰
不会寻求引渡这几名嫌疑人。韦
斯特贝克说，嫌疑人到庭受审的
可能性不大，但不论嫌疑人是否
到庭，案件审理都将进行。

12所中国高校跻身
QS世界大学排名百强

新华社伦敦6月19日电 英
国QS全球教育集团19日发布
2020“QS世界大学排名”，12所
中国高校进入世界百强，其中清
华大学名列第16位，成为榜单上
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

此次排名包含82个国家和
地区的1000所高校，排名前十的
高校均出自欧美国家，包括麻省
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
学、牛津大学等。麻省理工学院
连续第八年蝉联榜首，新加坡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
并列第11位，成为排名最高的亚
洲高校。

按照这份榜单，中国（12所）
仅次于美国（29所）和英国（18
所），是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
亚洲国家。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
张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总
体实力和国际影响显著增强，教
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对
世界一流科研的高度重视和持续
大力投入带来了学术实力的突飞
猛进。

QS全球教育集团成立于
1990年，每年定期发布“QS世界
大学排名”等多项与高等教育相
关的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与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以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被
认为是世界三大最有影响力的全
球性大学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