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例 嫖宿幼女被诉强奸罪

邛崃两男子嫖宿13岁幼女，检方认为“明知不满14岁仍发生关系，符合强奸罪犯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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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 完全腹腔镜下

胰头肿瘤局部切除

43岁的刘晖（化名）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被确诊为胰头良性肿瘤。为了保护毗

邻的器官，减少手术的创伤，医生近日为

他进行了微创手术。据了解，这是有文献

资料记载的全国首例完全腹腔镜下保留

十二指肠的胰头肿瘤切除加胰肠吻合术。

肝胆胰外科教授彭兵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开腹手术，腹

部切口长达20公分， 甚至还要切除部分

胃、胆囊、胆管、十二指肠等“无辜器

官”，影响患者今后的生活质量。刘晖接

受的是完全腹腔镜手术，手术难度更高。

彭兵称， 手术时， 在患者腹部开了5个

0.5-1厘米的小孔， 腹腔镜器械进入后，

首先将胰腺周围的器官、血管分开，然后

再切除胰头上的肿瘤，切除肿瘤后，还要

注意避免胰液泄漏。

彭兵说，刘晖的手术很成功，已出院，

恢复情况良好。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严禁货车非法销售改装

四川将进行专项整治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迅）

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省工商局了解到， 四川省工

商局将在全省开展货车非法销售改装拼

装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省工商局要求， 各地工商部门

将对货车销售企业、 改装企业进行全面

排查，严把市场准入关，依法查处未经国

家公告生产、擅自改装货车企业，无照生

产、销售货车企业。同时，工商部门还将

加大对货车销售经营行为的规范， 凡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 非整车出厂货车一律

禁止销售，有营业执照的吊销营业执照，

没有营业执照的予以查封。另外，工商部

门还将加大对货车非法拼装企业或场所

进行全面清理， 凡发现有非法拼装货车

行为的经营单位或个人， 一律依法予以

查封取缔。据介绍，该专项行动将一直持

续到今年6月份。

肇事车辆已被初步锁定

嫌疑司机将接受调查

2013年11月22日深夜，24岁的小伙子

张宇路在都江堰市彩虹大道南段与宝莲路

的十字路口被撞，他随后昏迷不醒。蹊跷

的是，民警赶到现场后，仅在现场发现了

一只鞋子和一部手机。当张宇路被人发现

时，他却躺在距离事发现场1.5公里外的路

边， 肇事车辆和肇事司机均不见踪影。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当晚的肇事车

辆以及嫌疑司机钱某都已被初步锁定。都

江堰市交警部门正在展开相关调查。

交警初步锁定肇事车辆为一辆黑色

宝骏轿车， 又通过车主郑某初步锁定当

晚嫌疑司机钱某。

郑某说，钱某是他弟弟的朋友，事发

当日，钱某通过其弟弟来借车。大约隔了

两三天，郑某接到钱某电话，钱某告诉他，

车子暂时还不了， 已送到修理厂。 郑某

说，钱某只是模糊地称“撞了车”，并让

郑某自行去取车， 他会把修车费用打到

郑某账上。去年12月16日，郑某接到都江

堰交警部门电话， 才知道钱某可能开车

撞了人。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事发后，

这辆车的引擎盖、挡风玻璃以及车顶均有

撞车痕迹，总共修车费用接近5000元。

另据郑某介绍， 嫌疑司机钱某系自

贡人，二十五六岁。目前，警方已经通知

钱某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

被撞小伙已于上个月出院。 在其出

院证明上，记者看到，他还将面临三到六

个月的漫长恢复期。张母表示，目前，除

了照顾好张宇路， 全家人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找出当晚事发过程真相， 并让肇事

者得到应有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雨夜蹊跷车祸 被撞现场剩一只

鞋，人在1.5公里外醒来 追踪

成都商报记者

黄庆锋 王英占

核心

提示

昨日，邛崃市看守所。40出头的杨某庆、杨某忠也许不会知道，他们在嫖宿中和一名13岁的初中女生发生性关

系，而对他们行为的定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昨日，邛崃市检察院正式对二人提起公诉，罪名是强奸罪。而此前，

发生在国内的多起嫖宿幼女事件中，嫌疑人被定性的罪名是嫖宿幼女罪。

这起案件中，为何从嫖宿幼女罪变成了强奸罪？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讨论？邛崃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独家专访指出，此案以强奸罪公诉，更有利于保护幼女。检察官认为，嫖宿幼女罪变相认定未满14周岁的幼

女有性自主权，与强奸罪的立法基础相矛盾，他建议对该罪名废除或修正。

据了解，此前对嫖宿幼女行为还没有以强奸罪起诉的案例。

这起强奸幼女案的组织者是邛崃一个刚

成年的女子杨某及其男友。照片上的杨某，没

有“妈咪”的妖娆，显得有些稚气。

在接受讯问时，杨某对检察官说，她今年

18岁，初中毕业后在一家职高读了2个月便辍

学。后来，因为做陪酒女的经历，杨某误入歧

途，患上性病。为了赚钱治病，男友龚某萌生

了招小妹陪酒赚钱的想法。 他们在网上招聘

陪酒小姐，不久来了两个年轻女孩。杨某又让

两个女孩介绍年龄相仿的女孩加入。小兰，邛

崃一个只有13岁的初中女生， 就这样经好朋

友的介绍，坠入这个卖淫团伙。

受害女孩：给我买新衣服

喊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兰、小红、小慧，事发时都是在校初中

生。小兰回忆，去年7月18日，小慧说在城区找

到了工作，喊小兰一起上班。当天下午，小兰

初次见到杨某时，还以为是单纯出去喝酒，看

着小慧出去“接客”，她才知道是卖淫。当龚

某要求她和一个叫杨某庆的中年男子一起

走，小兰也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

后来， 在警方询问时， 是单亲家庭的小兰

说，离家出走到外边耍，是怕家里人打；出来后

又被人看着，走不脱。小慧做了，她也就做了。小

兰还说，杨某答应赚钱后会给她买新衣服、新鞋

子，“喊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了。”13岁的小兰

说，第一次陪睡后，杨某给她买了一件新衣服。

虽然小兰当时屈从了， 但她曾诚惶诚恐地告诉

他们，她才13岁。 几天后，杨某告诉小兰，她的

家人因找不到她，已经报警了。小兰来到了派出

所，见到了着急的父亲。小兰胆怯地把真相告诉

了父亲，愤怒的父亲选择了报警。

涉嫌嫖宿幼女罪

两嫖客被公安机关刑拘

去年8月13日，组织卖淫的龚某和杨某被

抓获归案，因涉嫌组织卖淫罪。在侦查龚、杨

二人组织卖淫一案时，警方发现，与小兰发生

性关系的杨某庆、杨某忠也涉嫌犯罪，警方立

即将二人抓获并刑拘。

随着侦查的深入， 两名中年男子嫖宿幼

女的经过逐渐明晰：去年7月19日晚上，龚某

的朋友、41岁的杨某庆得知龚某那里有几个

女娃娃，杨某庆当天找到龚某说：“给我安排

个女娃娃。” 龚某安排了小兰， 并告诉杨某

庆，这个女娃娃只有13岁，还不到14岁。“我

给钱就是。”丢下这句话后，杨某庆将小兰带

到酒店开房，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给了小兰

八百元钱。

去年7月22日凌晨，杨某的一个朋友杨某

忠也想找女娃娃耍，这次依然是小兰。“她只

有13岁。”杨某告诉杨某忠。小兰告诉警官，

当晚她与杨某忠发生了性关系。

杨某庆、杨某忠被批捕，罪名是嫖宿幼女

罪。检方认为，二人明知小兰是未满14周岁的

幼女，还与之发生性关系，涉嫌嫖宿幼女罪。

龚某说，他们让小兰陪过杨某庆、杨某

忠，每人收了800元。龚某交代，为避免三个

女孩逃跑，龚、杨二人还找人看管，不许她们

出去。

邛崃检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和警方办案人

员曾讯问涉案嫌疑人。

办案人员：

是否发生了性关系？

杨某庆：

发生了。

办案人员：

女孩有多高、长成什么样？

杨某庆：

（用手比划了一下耳朵根），龚

某告诉我她的年龄13岁多，不到14岁。

办案人员：

你的家庭状况？

杨某庆：

结婚了，有两个娃娃，女儿12岁。

办案人员：

小兰和你女儿差不多年纪，你

还下得了手？

杨某庆：

（将头低向一侧）唉……

办案人员：

你知道这是犯罪吗？

杨某庆：

我认为只是简单的卖淫嫖娼，现

在很后悔。

（受害人及家属均系化名）

>事实篇

>法律篇

13岁初中女生

误入卖淫团伙

以强奸罪公诉的背后决定

嫖宿幼女罪？强奸罪？

检察院曾激烈争论分两派

嫖宿幼女罪

VS

强奸罪

近年来，全国多地发生了嫖宿幼女事件，

特别是有的官员嫖宿幼女案， 引发社会对嫖

宿幼女行为的关注， 甚至对嫖宿幼女罪罪名

本身的争议。很多声音认为，嫖宿幼女罪处罚

太轻， 给了嫖宿幼女行为空间， 还有人大代

表、 法律学者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 就在上

月， 最高法院也明确表态支持废除嫖宿幼女

罪。 昨日，邛崃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

之前涉嫌嫖宿幼女罪的杨某庆、杨某忠，被控

的罪名变成了强奸罪。 成都商报记者深入专

访了邛崃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

公安机关以涉嫌嫖宿幼女罪

向检察院移送起诉

案件侦查完毕后，邛崃警方向邛崃检察

院公诉部门移送起诉，在移送材料上，龚、杨

二人涉嫌组织卖淫罪、杨某庆、杨某忠涉嫌

嫖宿幼女罪。

承办检察官讲述，看到公安机关的起诉

意见书，上面对杨某庆和杨某忠认定的罪名

是嫖宿幼女罪。“这是一个热点法律问题。”

检察官立即敏锐地联想到，近年来，国内几

起涉及嫖宿幼女案都备受社会关注，而且此

前，很多法学家纷纷撰文，倡导应废止嫖宿

幼女。 如何认识杨某庆和杨某忠的犯罪性

质， 承办检察官很谨慎，“稍不留意就有可

能对幼女造成二次伤害，引发舆论争议。”

接下来，承办检察官查阅了贵州习水嫖

宿幼女等多起相关案例，对比了嫖宿幼女罪

和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他又到看守所，详细

讯问了4名犯罪嫌疑人。

同样的思考， 对杨某庆和杨某忠的定

性，在邛崃检察院公诉部门科室内也展开了

激烈而又充分的讨论， 大致形成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杨某庆、杨某忠出于嫖娼的目的，

明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仍然予以嫖

宿，并支付嫖资，符合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构

成；但另一观点则认为，根据刑法236条和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

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

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这种观点认为，

只要是明知或者应当明知未满14周岁的幼

女，与其发生性关系，均应认定为强奸罪。

明知不满14岁仍发生关系

更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

承办检察官回忆，在大家对案件讨论非

常激烈的时候，去年12月，最高法院公开表

示，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同时表示，废

除嫖宿幼女罪，能够解决强奸罪与该罪之间

根本性的逻辑矛盾；能够更好地保护幼女名

誉，实现“儿童最大利益”。

“最高法的这一声明，给我们办案指明

了方向。”承办检察官立即认真研究了最高

法院的这次表态和相关精神。 结合案情，检

察官觉得，小兰离家出走后因想买新衣服被

哄骗卖淫，同时杨某庆、杨某忠明知她还不

满14周岁情况下，仍与她发生性关系，更符

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

承办检察官充分考虑到证据的收集情

况、案件的性质，综合分析了部门讨论意见

后，最终，他作出了以强奸罪起诉两名被告

人的决定。“定强奸罪， 有利于加大对未成

年人的保护力度，更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立

法精神。”承办检察官说，同时，对该行为进

行准确定性，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打击。

昨日，历经激烈的争论和分析后，杨某

庆、杨某忠均因涉嫌强奸罪，被邛崃检察院

正式提起公诉；同时，龚某、杨某均以涉嫌组

织卖淫罪被提起公诉。而昨日，也是这起案

件提起公诉的最后期限。

检察官认为：认定嫖宿幼女罪

对幼女是不当的道德评判

案子虽被起诉到法院了，但社会上对嫖

宿幼女罪这一罪名的争议还在继续。

承办检察官认为，这两个罪名最大的冲

突在于立法基础。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

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都定强奸罪，是基

于认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没有相应的性知

识和认知，更没有性行为的自主权。而嫖宿

幼女罪的规定，则是认定幼女从事的是卖淫

活动，也就是认为幼女具有性自主权，这不

仅不符合幼女身心发育状况，更与强奸罪的

规定存在逻辑矛盾之处， 在一部法律之中，

出现这样的矛盾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正因为

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对幼女进行不当的道德

评判，往往给幼女及其家庭带来了犯罪行为

之后的另一种严重的伤害。

检察官认为，应当在当前严格规制嫖宿

幼女罪的适用，并在未来逐步推动对该罪名

的修正或者废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同时，

在推动立法对嫖宿幼女罪进行规制和修改

的过程中，更应当要注意统筹规划和其他相

关罪名的全面考虑。 因为如刑法第358条所

规定的组织、强迫卖淫罪，其中就有强迫幼

女卖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

规定。那么被告人组织、强迫幼女卖淫，被判

处刑罚，其潜意识是不是也是认可幼女从事

的是卖淫活动呢？与此相同的是，刑法第359

条的引诱幼女卖淫罪，是不是也是认可幼女

其实是可以从事卖淫活动的？所以，这也是

司法工作者在今后的办案与思索中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

昨日， 邛崃市

检察院正式对二人

提起公诉， 罪名是

强奸罪。而此前，发

生在国内的多起嫖

宿幼女事件中 ，嫌

疑人被定性的罪名

是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行为

应以嫖宿幼女罪

还是以强奸罪定罪？

� � 杨某庆、 杨某忠被批捕，检

方认为，二人明知小兰是未满14

周岁的幼女， 还与之发生性关

系，涉嫌嫖宿幼女罪

� � � � 结合案情，检察官觉得，小兰

被哄骗卖淫，同时杨某庆、杨某忠

明知她还不满14周岁情况下，仍

与她发生性关系， 更符合强奸罪

的犯罪构成

侦查：涉嫌嫖宿幼女罪

公诉：涉嫌强奸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