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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陕西省榆林市神
木市百吉矿业公司李家沟煤矿发
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 21 人死
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1 月 31
日通报，事故暴露出，该矿安全培
训流于形式，下井工人缺乏基本
的安全常识，存在携带烟火入井、
抽烟的现象；事故发生后，人为修
改监控系统数据。

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违规承包，矿井将从井下综
采工作面至地面原煤仓间所有系
统的日常生产、运行、维护与管理
承包给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将边角煤回采和矿井掘进工
程承包给神木市炜源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违反了《国务院关于预防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 446 号）第八条的相
关规定。

二是违规在综采工作面采空
区与老窑采空区之间布置一个连
采工作面，开采矿井区域与原老
窑之间煤体。

三是 506 连采工作面隐蔽致
灾因素排查不清，掘进时未做到
先探后掘，盲目采用探巷掘进，与
老窑打透后仍然不停止采掘活
动。

四是在采煤工作面顺槽向外
随意开口掘进巷道，巷道式采煤
与短壁工作面混掘混采，以掘代
采，探、采交织。五是 506 连采工
作面使用无 MA 标志设备和非防

爆车辆入井。
六是 506 连采工作面未严格

执行防尘降尘措施，巷道、工作面
及设备、管线煤尘堆积严重。

七是不严格执行出入井检
查、登记制度，对非防爆四轮车、
铲车、皮卡车入井习以为常。

八是安全培训流于形式，下
井工人缺乏基本的安全常识，存
在携带烟火入井、抽烟的现象。

九是爆破前未执行“一炮三
检”制度，未配备专职瓦检员，由
班组长兼任，未配备便携式光学
瓦检仪。

十是事故发生后，人为修改
监控系统数据。

中新

陕西神木煤矿事故致21人死

事故后有人修改监控数据

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
微信消息，2 月 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
公开开庭对“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
案”进行宣判，以抢劫罪、强奸罪、
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钟元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查明 被告人赌
博欠债预谋抢劫

被告人钟元因赌博欠债，遂预
谋抢劫并购置单刃短刀、橡胶头
套、封箱胶带等工具放在其驾驶的
轿车内，意图在从事滴滴顺风车营
运时伺机抢劫女乘客财物。

2018 年 8 月 23 日 10 时许，被
告人钟元通过滴滴软件接到第一
名女乘客的滴滴顺风车订单后，以
通过微信另行结算为由让该乘客
取消了订单，以逃避监管。当日13
时 10 分许，被告人接上该乘客后
寻找偏僻地段伺机抢劫。途中，该
乘客发现被告人行为反常，坚决要
求停车并趁机逃离，被告人未能劫
得财物。

2018 年 8 月 24 日 9 时许，被
告人通过滴滴软件接到第二名女
乘客赵某某（女，殁年19周岁）的滴

滴顺风车订单，再次借故让赵某某
取消订单，被赵某某拒绝。当日13
时 28 分许，被告人接上赵某某，当
车行至附近山路时，被告人采取持
刀威胁、胶带捆绑的方式，对赵某
某实施了抢劫、强奸，后为灭口残
忍地将赵某某杀害，并将其抛到路
边悬崖斜坡上。

法院认为 被告人主
观恶性极深

被告人钟元以暴力方法抢
劫财物，又强奸妇女，并为灭口
而故意杀害被害人，其行为已分
别构成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
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对被告人钟元应数罪并罚。
鉴于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犯罪
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
重，虽然被告人钟元归案后能坦
白，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
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钟元犯
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 25000 元；犯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罚金25000元。”

被告人钟元被判处死刑

“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一审宣判

关于抢劫第一名女
乘客是否系犯罪中止的
问题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
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
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
生。根据第一名女乘客陈
述、被告人钟元供述以及投
诉电话录音，证实了被告人
因第一名女乘客设法逃离而
未能继续实施犯罪，并非主
动放弃。被告人对第一名女
乘客实施抢劫未成，于次日
再次实施抢劫并成功劫得财
物，其抢劫犯罪意图始终持
续、连贯，系犯罪既遂。辩护
人提出被告人抢劫第一名女
乘客系预备阶段的犯罪中
止，应免于刑事处罚的辩护
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
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量刑的问题

本案是一起有预谋的恶
性暴力犯罪案件。被告人因
赌博欠债，预谋抢劫，为此准
备刀具、封箱胶带等作案工
具，并将犯罪目标锁定于滴
滴顺风车女乘客，动机十分
卑劣。被告人在第一次抢劫
未成后，毫无悔改之心，次日
即再次实施抢劫。继而对赵
某某实施强奸，在赵某某无
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为灭口
采用扼颈、持刀连续捅刺头
颈部等方式将其杀害，犯罪
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
其严重。综合考虑被告人所
犯罪行、犯罪动机、手段、后
果等因素，依法应当予以严
惩，故以抢劫罪、强奸罪、故
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钟元死
刑立即执行。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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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激动地抱住找回的孙子

福建晋江一对夫妻感情
不和要分手，12 万元卖掉不
到 3 岁的亲生儿子，一手抚
养孩子长的爷爷奶奶祖苦寻
一年多终于在公安机关的帮
助下将孙子找回。1 月 29 日
上午，一场爷孙认亲在晋江
安平派出所举行。

3 岁孙子被父母
抱走后失联

“我儿子儿媳把孙子给
卖掉了，我要报警。”事情要
追溯到 2018 年 12 月 25 日，
晋江市安平派出所接到 55
岁的冯老汉的报案。

据其陈述，自己的孙子
浩浩（化名）2015 年 7 月出
生，儿子和儿媳带到八个月
大断奶后就交给了冯老汉夫
妻俩抚养。谁知2018年的1
月 14 日下午，冯老汉的儿子
儿媳到家里抱走了孩子便一
直未归。

冯老汉说，那次浩浩被
抱出去了三天一直没有回
来。“他们说他们是孩子的父
母，怎么处置孩子是他们的
权利。他们以前也回家抱过
孩子，不过都是抱出去后晚
上就回家了。”好几天不见孙
子，老两口很着急，便四处打
听儿子儿媳还有浩浩的消
息。

夫 妻 分 手 12 万
元卖掉亲儿子

然而，冯老汉两口子没
有打听到浩浩的消息，倒是
打听到了儿子的消息，儿子
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了。

“找到儿子就能找到孙子。”

抱着这样的信念，冯老汉四
处托人见到了儿子，但儿子
就是不说浩浩的去处。

后来，冯老汉的儿子被
判了刑进了监狱，冯老汉申
请探监终于从儿子口中知
道，浩浩被儿子和儿媳联手
卖掉了。

晋江警方接到冯老汉报
警后，找到冯老汉的儿子确
认情况得知，2018 年 1 月 17
日，浩浩被其爸爸妈妈在晋
江一个公园以 12 万元卖掉，
爸爸妈妈一人分得6万元。

警方帮助爷爷找
回被卖孙子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浩
浩被卖给了一对住在晋江安
海镇的苏氏夫妇，该夫妇因
结婚多年未生育才找人买了
孩子。2019 年 1 月 16 日晚，
警方部署行动，成功将浩浩
解救，并抓获这对苏氏夫妇。

经过 DNA 比对，警方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上午举行
认亲，“丢”了一年多的孙子
终于回到爷爷奶奶怀抱中。

“怎么这么狠心，他们养
不起我们老两口辛苦也帮忙
养，但怎么会卖掉呢？”冯老
汉谈起儿子苦恨其不成才，
见到久别的孙子，激动得泣
不成声，久久抱住孙子。

据晋江警方介绍，根据
我国刑法规定，贩卖亲生子
女同样涉嫌拐卖儿童罪。冯
老汉的儿子涉嫌拐卖妇女儿
童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苏
氏夫妇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
儿童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也
正在进一步追捕中。

据北京青年报

爷爷苦寻一年找回孙子

夫妻分手，12万元卖掉3岁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