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19.11.9
星期六

责
编

张
旭
杰

版
式

易
灵

观
天
下

下载封面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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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旺，河北省丰宁县人，1945年
10 月 5 日出生，1964 年参军入伍，4 年
后复员，到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达里
淖尔军马场任武装干事。在部队期间，
刘海旺先后两次受到嘉奖，被评为五好
战士，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6年，刘海旺参加公安工作，
先后任正蓝旗公安局阿日虎布乡、
乌日图塔拉苏木公安特派员，1994
年1月调到哈毕日嘎乡派出所担任
所长。

1994年 11月 17日，从河北省
张家口市来到正蓝旗的韩某某、李
某某在哈毕日嘎乡庆丰村喝酒，喝
醉酒的韩某某来到一家熟食铺与店
主发生口角，韩某某突然从腰间拔
出手枪射击，子弹擦着店主耳边飞
过。店主的儿子立即打电话向刘海
旺报警。

工作了一天刚回到家的刘海旺
放下电话，迅速拿起手电、警棍赶往
现场。当他只身赶到现场时，歹徒
韩某某正欲逃窜，刘海旺立即追上
去。韩某某发现身后有人追，转身
向刘海旺走去，未等刘海旺盘问，
便挥拳打向刘海旺，他的同伙李某
某见状也围了上来。面对两名身
强力壮的歹徒，刘海旺毫不畏惧，
挥动警棍反击，与歹徒展开激烈搏
斗。在搏斗中，凶残的李某某举枪
向刘海旺头部连开2枪，刘海旺当
场壮烈牺牲，年仅49岁。

1995年 12月 13日，公安部追
授刘海旺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1995年2月27日，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追认刘海旺为自治区
优秀共产党员。 据新华社

人民英雄刘海旺：
忠诚履职不怕牺牲

新华社河内11月7日电 越南公安
部7日晚间发布公告说，越方和英方已
确认英国货车惨案39名遇难者均为越
南公民。

越南公安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公告说，越南公安部和英国执法机构
确认10月23日在英国埃塞克斯郡集
装箱货车中发现的39名遇难者均为

越南人。
越南公安部称，39名遇难者分别

来自越南海防市、海阳省、义安省、河静
省、广平省和承天-顺化省。越方正与
英方合作开展领事保护工作，并进一步
调查此案。

据越通社7日报道，越南总理阮春
福当天代表政府向遇难者亲属致以慰

问，并指示越南相关部门和省市继续与
英方合作处理相关事宜，早日运回遇难
者遗体。

阮春福表示，越南政府强烈谴责人
口贩运和组织偷渡等违法行为，呼吁地
区和世界各国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此类
严重犯罪行为，避免悲剧重演，希望案
件的调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尽早完成，

犯罪分子得到严惩。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英格兰东

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
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埃塞
克斯郡警方当地时间11月1日晚发表
声明说，警方目前认为39名遇难者均为
越南人。事发后，越南公安部与外交部
均派工作组赴英协助核实遇难者身份。

越南确认英国货车惨案
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

新华社昆明11月8日电 11月8
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继
续公开开庭，对孙小果等 13人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
罪一案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被告
人孙小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
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被告
人顾宏斌、杨朝光等12人犯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十五年到二年零六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
理查明，以被告人孙小果为组织者、
领导者，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
光为积极参加者，冯俊逸、赵捷、王
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
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斗
殴、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行为及其
他违法行为。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孙小果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管理秩
序；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开设和经
营赌场，情节严重；为扩大组织非法
影响和索要高利贷，纠集他人有组
织地多次殴打他人、持械在公共场
所非法聚集、打砸车辆、雇佣他人非
法讨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索要高利
贷，雇佣人员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
由，且具有侮辱情节；组织人员在公
共场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为包庇
其他涉案人员的罪行及减轻自己的
罪责，以贿买的方法指使他人作伪
证；为包庇其他涉案人员的罪行及
对其从轻处理、不被羁押，向司法工
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顾
宏斌、杨朝光等12人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并分别参与该组织实施的
违法犯罪行为。法院根据各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
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和群众旁听
了宣判。

同日，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李爽等涉孙小果案的22人
犯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
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九年零六个
月到一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获悉，对于 2019年 10月
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的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再审案件，法
院将依法择期宣判。

孙小果
出狱后涉黑犯罪
一审获刑二十五年
孙小果再审案件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徐露颖于7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第六
届区议会选举候选人何君尧被刺事件
发表谈话，对有关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
强烈谴责，呼吁依法严惩暴力活动。

徐露颖说，11月6日上午，何君尧
议员在香港屯门参加区议会选举宣传
活动时，遭到一名假扮支持者的男子
突然袭击。该凶徒以利刃直刺何君
尧胸部，手法凶残，场面惊悚，导致何

君尧左胸被刺伤，其两名同事也被利
刃割伤。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谋杀爱国爱港区议会候选人的行为
令人震惊，不仅是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的严重犯罪行为，也是赤裸裸的选举
暴力。我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
烈谴责，对何君尧议员及其同事表示
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少数暴徒除
继续实施堵路、纵火、袭警等暴力活动
外，还对在港中资企业打砸毁烧，暴力

冲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围殴和侮辱持
不同意见的路人，大肆破坏爱国爱港议
员办事处和开展竞选活动的街站，对爱
国爱港候选人、助选团队和支持选民进
行滋扰、恐吓。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直
接对旗帜鲜明反对暴力的爱国爱港议
员行凶伤害，意图威胁和恐吓爱国爱港
参选人及其支持者，制造“寒蝉效应”，
以此影响区议会选举结果，达到夺权的
政治目的。

徐露颖表示，极端暴力活动是任

何社会都绝不能容忍、绝不可姑息
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和韩正副总理
日前会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时所强
调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
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希望香
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共同担负起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的责任，希
望香港各界人士进一步凝聚反暴力、
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量。香港的选
举必须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环
境下进行。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
对何君尧被刺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新华社香港11月8日电 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
责人11月8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凶徒
蓄意当街刺杀香港立法会何君尧议员
的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该负责人表示，11月6日上午，香港
立法会议员、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候选人
何君尧在做区选宣传时，被凶徒有预谋当
街持刀刺杀，造成何君尧及其义工等三人
受伤。该负责人对何君尧议员及其义工
致以深切的慰问，祝愿他们早日康复，对
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蓄意刺杀的凶残暴
行，表示极度愤慨和严厉的谴责。

该负责人指出，凶徒近距离持刀刺
向何君尧心脏部位，妄图直取性命，动
机清晰明确。这种直接针对候选人的
极端暴力犯罪行为，完全突破了法律底

线、人性底线，严重损害区议会选举环
境的公平公正和安全。我们坚决支持
特区有关方面彻查真相、严惩凶徒。

该负责人强调，区议会选举临近，
极端激进分子疯狂地打砸毁烧爱国爱
港议员办事处和商户店铺，威胁区议会
候选人和义工，破坏选举宣传海报，甚
至发展到公然刺杀爱国爱港的区议会
参选人，其目的就是要制造黑色恐怖和
寒蝉效应，恐吓爱国爱港人士和市民不
敢参选、助选和投票。广大市民要充分
认清乱港分子破坏区选、搞乱香港的险
恶用心，勇敢站出来严厉谴责黑色恐怖
和选举暴力，同心合力发出“反暴力、护
法治、保稳定”的最强音，维护公平公正
安全的选举秩序，维护香港法治和“一
国两制”。

新华社香港11月8日电 香港
特区立法会议员、区议会屯门乐翠
选区候选人何君尧6日上午在屯门
遇袭受伤。犯罪嫌疑人8日在粉岭
裁判法院受审，被控企图谋杀。案
件押后至明年2月3日审理，在此期
间将在押候审。

控方称，这名30岁的无业男子
当日以一把33厘米长的刀刺中受
害人，之前曾手持一束花作为掩
饰。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以便警
方进一步搜证和获取医生报告。控

方反对被告保释外出，被告也放弃
保释申请。

据了解，袭击发生时，何君尧正
与同事在做区选宣传，他左胸部被
刺中，另外两名义工也受伤。何君
尧目前情况稳定。

就何君尧遇袭受伤，香港社会
各界表示，施袭者严重威胁何君尧
的安全，破坏了区议会选举秩序，呼
吁市民共同抵制暴力行为，为区议
会选举营造公平公正安全的选举环
境。

涉嫌袭击何君尧的男子被控企图谋杀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凶徒蓄意刺杀何君尧议员的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苦等结果的小洁父母这次还是没
能等来结果。

8日上午，小洁父母及代理律师准
时出庭，与此同时，被告张某凡（化名）
也身着黄衫黑裤出现在法庭上。他现
身后一直垂着头，始终不敢看向小洁的
父母，直到开庭前，他才扭头看了一眼。

庭上，主审法官表示，本案将延期
至12月24日上午10点宣判，届时不再
延期。延迟宣判需要双方签字确认，在
等待签字时，小洁的母亲突然掩面而
泣，而后边哭边看向被告张某凡所在的
方向，满目的愤怒和不解。

就在张某凡戴着镣铐弯腰准备离
席时，小洁母亲的情绪突然爆发。她一
边哭泣一边指责张某凡，反复喊着“你
为什么……”。被告被法警带离后，小
洁母亲已泣不成声。

对于庭审结果，小洁家属代理律师
方文川表示，“在我30多年的从业生涯
中，碰到判决延期的情况很少，大概只
遇到两三次。也许因为案情很重大，加
上证据量很大，法官需要时间去研究，
这可以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燕磊泰国特约记者 小林

受关注的中国男子泰国杀妻骗保
案依旧没有结果。11月8日，第
10次庭审结束，泰国普吉府法院

宣布将延期至12月24日上午10点宣判，
届时不再延期。

普吉府法院解释延期原因时表示，由
于此案案情重大，案子证据文件很多，法官
需要更多一些时间研究，并且该案判决必
须交给泰国南部法院管理办公室核审。

时至今日，受害人小洁（化名）已经离
开整整一年。经历多次庭审又遇延期宣
判，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

2018年10月，29岁的天津女子
小洁在泰国普吉岛一酒店泳池里被
发现死亡，与其同行的丈夫张某凡被
泰国警方认定为凶嫌。

归案后，张某凡向代理律师承
认，出事前伪造妻子签名，买下保险。
但他表示，妻子对此事知情，并称买保
险是为了孩子，并否认“杀妻为骗保”
的指控。

2019年7月5日，普吉府法院第
一次开庭，期间共历经3轮9次庭审。
在9月3日的第9次庭审上，张某凡全
盘否定了包括警方口供记录、保单等
证据的真实性，称是因遇害者家属对
自己怀恨在心伪造证据。

对于张某凡的态度转变，方文川
律师对记者坦言，张某凡一直以来都
不是想认罪的态度，所以他在庭上翻
供很正常，这其实就是他一直以来的
态度。但是无论他如何否认，证据都
在那里。“其中最明显的一点，那些保
险，每年合计要付出30万元人民币的
保费，这对于张某凡来说，是根本负担
不起的。他为什么要买呢？目的很明
确。”方文川说。

中国男子泰国杀妻骗保案

受害人父亲指责
保险公司是“杀人推手”

延期宣判延期宣判

当日下午，小洁的父母在普
吉的酒店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对于延期宣
判，小洁的母亲说：“我们不能理
解，但是也没有办法。但只要张
某凡能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迟
到的判决我们也可以接受。”

小洁父母现准备回国，等12
月24日开庭前再回泰国。

小洁和张某凡的女儿目前
由双方父母轮流照看，至于孩子
的监护权，方律师希望双方父母
可以协商解决。

“从泰国回来以后，孩子老是
哭，总说害怕。晚上睡觉也不安
稳，要我抱到天亮。”小洁的母亲对
记者说，现在还没想过孩子的监护
权问题，“等案件结束以后，我们会
跟对方父母协商解决。”

小洁去世后，父母几乎没有
一天笑容。“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只有眼泪和痛苦伴随我们。”说
到这里，小洁的妈妈已经无法继
续往下说……

天津警方公开资料显示，事
发前张某凡共计投保11份，总
保额高达2676万。这些保单明
细在第一次庭审时，由原告律师
方文川提交给法庭。

8日庭审后，小洁的父亲张
仁俭给记者出示一份谴责书，指
责保险公司是“帮凶”。他认为，
客观事实表明，没有天价保险金
的诱惑，张某凡不会产生杀人的
动机并付诸行动。“买保险签字都
不是小洁，这是天津警方做的鉴
定，并且他们也回访了影像资料，
证明签字的不是小洁。”张仁俭
说，“张某凡是杀人凶手，保险公
司就是杀人推手。”此外，张仁俭
还表示，“我们家属也未见到指定
张某凡为受益人是小洁真实意图
表示的证据。”

据张仁俭介绍，一年过去
了，保险公司也没有给家属一个
交代。“希望保险公司能给我们
一个说法，不然以后会有更多的

‘小洁’出现，也会有更多的杀人
恶魔因此出现。”

被告一度不敢抬头
原告母亲庭上泣不成声

庭
审

整日与泪水相伴
“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心
声

受害者家属
指认保险公司为“帮凶”

谴
责

原告律师：
被告翻供很正常

回
顾

备

嫌犯张某凡指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