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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从表面上看，陈思思案

跟孙伟铭案很相似，其实二者有根本

的不同。孙伟铭也是醉酒、无证驾驶，

并且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第一次碰撞，

假如孙伟铭没有逃逸，那么他的第一

次碰撞与陈思思案就很相似。但孙伟

铭第一次碰撞后为了逃逸继续驾车

超限速行驶， 存在二次冲撞情节，从

而导致多人伤亡， 多辆车辆受损，对

危害公共安全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

意；而本案中，陈思思在发生事故后

立即停止驾驶车辆，等待处理，对造

成严重后果在主观方面是过失的，两

者有根本区别。因此，公诉机关以交

通肇事罪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陈思思案

孙伟铭案

有何不同

“妈妈，对不起！”昨日，被武

侯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1年后， 无证醉驾肇事的

“奥迪女”陈思思与母亲在法庭上

拥抱痛哭。去年9月，26岁的金堂人

陈思思无证、 醉酒驾驶一辆奥迪

车，将乘坐出租车准备一块吃烧烤

的朋友当场撞死， 还撞伤了两人。

案发以来，陈家四处筹措，赔偿了

死者家属、出租车公司等各方78.1

万元，最终获得了受害方的谅解。

听到赔了78.1万元

“奥迪女”庭上颤抖

昨日上午10时45分，陈思思身

着黄色号衣被带到法庭，看起来很

平静。开庭前半小时，陈思思父母

和很多亲戚朋友已经来到了法庭。

法官说，鉴于休庭期间，陈家

人已与受害各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并获得了受害各方的谅解，“这几

个案子或调解或撤诉了，法庭将不

再审理”。陈思思的辩护人田律师

在法庭上一一宣读了陈家与各方

形成的谅解书以及收条：20万元、

32万元……陈思思听到这些数字，

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多次转头看

着母亲， 她的身体明显在颤抖。田

律师说，陈家总共赔偿了死者家属

70万元，加上赔给其他受害方的共

78.1万元。

公诉人认为，陈思思无证醉酒

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 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

罪。鉴于陈思思在多个场合均自愿

认罪，其家属也积极赔偿了受害各

方， 建议法院在1~2年有期徒刑的

范围内量刑。

因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

她三说“对不起”

在最后陈述阶段，陈思思已泣

不成声，她对死者家属说了句对不

起，对爸妈说了两声对不起。法官

还问起对自己想说什么，陈思思略

一停留，“我希望改过自新……”

法庭认定陈思思已构成了交

通肇事罪。最终，武侯法院判决陈

思思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1年。判决后，陈思思表示对判决

结果没有异议， 说完转身朝向母

亲。其母则来到陈思思身边，都哭

成了泪人。 陈思思主动拥抱了母

亲，“妈妈，对不起！”庭后，陈父表

示，他们感到很累，不再接受记者

的采访。 陈思思的辩护人田律师

称，陈思思的行为导致别人失去了

儿子，自己也失去了自由。至于陈

家怎么筹集的那么多赔偿款，田律

师并不知道，只称陈父在筹款前后

头上多了很多白发，而那辆肇事的

奥迪车还在扣押中，车子的按揭款

还没有还上……

肇事车

陈思思的辩护人田律

师称，那辆肇事的奥迪车还

在扣押中，车子的按揭款还

没有还上……

无证醉驾撞死人获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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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天地和联手128家知名
家居建材企业现场放价优惠空前巨
大，活动仅限３小时，活动过后立刻
恢复豪装工厂价，计划装修的业主一定要提前报名！！

电话：028-86633336
（抢先报名专线）

2014装修业主必读———只花5分钟让您立省8万元

活动仅限当天，过后立刻恢复原价！ 此次优惠，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以 100 平米 3 房 2 厅为例，如果是
自己装修，全套家具 3.5 万元 +人工、
水电 3.5 万元 +主材、基材 4.5 万元 +
地板、瓷砖 2 万元 + 卫浴、橱柜 2 万
元 + 木门、灯饰 2 万元 +8 大电器 2
万元 =19.5 万元，再加上交通费用、材

料搬运费用，最少需要 21 万元！
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

平米 3房 2厅，工厂价只需 159800 元，
比自己装修足足省下 5万多元，省下的
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2010 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
房，他到装饰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
来，装修材料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的出
厂价最少要贵 2－ 5 倍，这可是一个可怕
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
修材料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
市面价格对比计算，弟弟的一套 110 平米
的房子，居然少花了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
的启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
照出厂价供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
这样，老百姓装修至少可以省 30％至
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
300 万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
就是要做厂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到一
手货源，省掉一半的装修费。

2011 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
家豪装工厂店！

2012 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
锡成立第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
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 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
进，模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
西安、济南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为中
国最具实力的家装集团之一，仲志强也成
为当今装修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成都人马上远离家装暴利！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
华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
等所有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
地板、木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
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

以及液晶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
房家电！装修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
时，在装修的过程中，业主不用自己出一
分力，也不用自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装
修进度，所有装修项目一站式完成，不用
再花一分钱，即可拎包入住！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天地和
豪装工厂店装贵了，贵

1

万，补
1

万；贵
10

万，补
10

万！

保证全城超低价
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

承诺 3

承诺 1

只要您不满意，我们立刻砸掉
我代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面向成都装修业主，做出书面承诺：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由天地和承担！

装修业主享有“一票否决权” 。 在装修白皮书上， 每一道装修工序的后
面， 您都可以打

√

或打
×

。 您打
√

， 就表示您“满意签收” 了， 我们就继续
开工！前一项不打

√

， 我们绝不进行下一项施工。如果你打
×

， 我们就砸掉重
装， 就是装好的厨房、 卫生间， 都可以砸掉重装， 天地和保证无一句怨言，

您不用为砸掉重装的费用掏一分钱！

承诺 2

在天地和装修，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
品牌，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比比价：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
省1辆车钱！

天地和总裁向您郑重承诺

据了解到：仲志强原来是建材厂的普
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
全新的“工厂价装修模式”？在追问下，仲
志强道出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 21 岁开始便进
入一家地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环

节，他都非常熟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地
砖厂、陶瓷厂、家具厂，仲志强回忆说，他
在 12 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 6家建材厂和
2 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 12 年
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方面
面。

从“普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只要口碑，不要利润，远离家装暴利，让家装透明化
天地和联手128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现场放价

活
动
主
题

时间：2014年4

月
13

日下午
2

点至
5

点
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汉路

29

号附
10

号（新华宾馆东楼）

事件：凡签约此次“联合放价活动”的业主，即可享受以下优惠
聚划算一：在原豪装工厂价基础上，立减3万元现金；
聚划算二：只需加 100 元，可免费赠送价值 2万元的

八大电器：美的空调2台，创维42寸电视机1台，华帝油烟
机1台，华帝灶具1台，美的三门冰箱1台，美的10升燃气
热水器1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1台，名额仅限99户！

聚划算三：前100名打进电话报名，免费赠送金马一只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总裁名片：
仲铁锤，原名仲志强，家装界传奇人物，天地和豪装工厂

店创始人，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满意，立刻用铁锤
砸掉！ 所以业界人称“仲铁锤”

天
地
和
豪
装
工
厂
店
总
裁

仲
志
强

“奥迪女”

抱母痛哭

陈思思醉驾案

2013年9月3日凌晨，

陈思思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醉酒后驾驶一辆奥迪

车， 来到二环路人南立交

桥下时， 因转向躲避与前

面的出租车发生碰撞，造

成两车受损，1人死亡2人

受伤。

孙伟铭醉驾案

2008年12月14日，孙

伟铭在大量饮酒、 无证驾

车途中， 先与同向行驶的

轿车相撞后继续高速行

驶， 超速越过道路中心双

实线，与对向行驶的4辆轿

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

重伤。

赔偿款

至于陈家怎么筹集到

那么多赔偿款，田律师并不

知道，只称陈父在筹款前后

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肇事者

陈思思泣不成声，她对

死者家属说了句对不起，对

爸妈说了两声对不起，“我

希望改过自新……”

案情回放

“奥迪女”醉驾撞死朋友

案件详解

陈思思案醉驾、无证等情节和孙伟铭案相似，但为何前

者被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而后者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昨日，该案承办法官、检察官对此作出了详解。

承办法官称， 交通肇事情节一

般的就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陈思思有两个从重处罚情节， 一个

是醉酒驾驶，另一个就是无证驾驶，

而且还造成了1死2伤、 两车受害的

后果。但法官同时指出，陈思思及其

家人积极赔偿受害各方， 积极挽回

犯罪后果， 并争取将后果降到了最

低。法庭最终认为，应当从轻判处。

而据此前报道， 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

刑。孙伟铭一审被判处死刑。为获取

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孙伟铭父亲孙

林多方筹集100万元赔偿款。后二审

认定，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

无期徒刑。

武法检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陈思思判一年VS孙伟铭判无期

交通肇事罪VS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焦

点

譹訛

焦

点

譺訛

陈思思驾驶的奥迪车 资料图

庭审结束后，陈母与女儿陈思思相拥而泣 摄影记者 鲍泰良

4月

“

中国好人榜

”

候选人

成都5人入围

中国文明网日前公布4月 “中国好

人榜”候选人。成都市有5人分别入选助

人为乐类、见义勇为类、诚实守信类、敬

业奉献类和孝老爱亲类好人候选人。

■

投票方式：

登录中国文明网，点击

进入第三行的“中国好人榜”页面后，进

入“投票评议”栏目，逐次在“好人榜”

类别中找到5位候选人。在候选人的“事

迹简介”页面最下方的“正文区”填写

个人的跟帖发言，点击“提交”后，在候

选人名字下方的“方框”内打“√”，并

在该页面最左下角的“对话框”内填写

随机验证码后点击“投票”。

成都有个康校长

把教育当成善事做

康永邦

候选类别：敬业奉献类

投票编号：

53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cn/

jingtai/sbhr_news/sbhr_jyfx.htm

他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实施“儿童健

康是评价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 他率

先在全国实施“50分钟阳光大课间”改

革，让孩子快乐“动起来”，他率先在全

国小学实施国家课程“走班制”探索，他

率先在全国探索多元评价学生方式———

“人人有奖状，个个都自信”，他率先在

全国探索“小学新三段分校区强衔接办

学模式”改革，他率先在全国实施将小

学生毕业时写的理想设计———《30年后

的我》，存入学校档案室，30年后才解密

……

他就是四川省特级教师、成华区教师

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校长康永邦，一个时刻“站

在儿童的角度做教育”的“教育家型”的

教师，把“做教育就是做善事”当做自己

的一种理想，把“让学生健康成长，让教

师和谐成长，让家长幸福成长”作为自己

毕生的追求。

成都日报记者 蒲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