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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姐妹在日遇害案
检方要求判被告死刑

中办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

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一般为 5 年

本案预计将于20日宣判 律师称被判死刑可能性大
案情
回顾
2017年7月6
日凌晨1点 一名戴
着帽子口罩的可疑
男子带绳索进入陈
氏姐妹家中（此时
姐姐陈宝兰在家）

成都商报去年 7 月 19 日曾报道此事
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有关涉嫌将中
国籍姐妹杀害并抛尸荒野、被控杀人等罪名
的日本无业人员岩崎龙也，检方在日本横滨
地方法院11日的公审中，以“属于有计划的
极其残暴行为”为由，要求对被告岩崎龙也
判处死刑。本案预计将于20日宣判。
2017年7月，一对中国籍姐妹在日本神
奈川县惨遭杀害并抛尸的案件牵动众多华
人的心。随后，日本男子岩崎龙也因涉嫌杀
害这对中国姐妹并将尸体装入旅行袋遗弃
到山中，被控杀人、弃尸等罪名被捕。经过8
个月的起诉准备工作，日本横滨地方法院于
2018年3月开庭审理了该案件。法庭经过4个
多月的审理，于7月11日做了判决前的最后
审理。
围绕本案的几大焦点问题，记者专访了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驻日律师、中国侨联
法律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张玉人律师。张玉
人律师告诉记者，据检方对本案的被告提出
死刑的求刑时，使用了被告有“杀意”的用
词，表明检方认定被告主观上有故意杀人的
动机。张玉人律师预测被告判死刑的可能性
大于判无期徒刑。

开庭审理
被告辩称
帮姐妹俩“伪造失踪”
张玉人律师告诉记者，在本案3月开庭
的法庭上，检方在起诉中指出，被告对被害
人之一的姐姐提出的假结婚很是不满，产生
了“杀意”，于是有计划地去被害人之一的姐
姐家杀害了姐姐，被告恐怕杀人事件暴露，
在杀害现场等被害人之一的妹妹回来，也把
妹妹杀害了，然后将两个被害人装入了旅行
袋，扔到了人们不易发现的山里。通过警方
调查，经常出入被害人家的只有被告，因此，
检方认定被告是有计划的杀人。
案件公审时，被告岩崎龙一方否认全部
起诉内容，
辩称
“是留日签证资格即将到期的
姐姐提出伪装失踪，是姐妹俩自己进入旅行
袋”
，
其只是将装有姐妹俩的箱子带到被请求
的地点，
并没有参与杀人，
从而否认了检方的
指控。律师为被告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辩称，
被告与被害人姐妹俩关系很好，没有杀人动
机，
因此要求法官驳回检方的起诉。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2017年7月6
日 凌 晨 5 点 妹妹
陈宝珍返回寓所。
据
推断妹妹发现了姐
姐被杀的事实想逃
跑，
可是没能逃脱
2017年7月6
日早上10点 可疑
男子离开姐妹住处
2017年7月7
日凌晨 可疑男子
拖着行李箱离开两
姐妹住所，并拿着
垃圾袋多次进出
2017年7月7
日早上 接到姐妹
友人的报案，警方
首次进入姐妹住
所，展开调查
2017 年 7 月
13日深夜 警方在
神奈川县秦野市两
个行李箱中发现了
姐妹的尸体
2017 年 7 月
14日 警方逮捕了
涉案男子

律师解读
本案四大焦点问题
焦点1
焦点1
被告所谓“伪造失踪”的说法能否被采纳？
张玉人律师：被告用了任何人都
不能相信的语言描述被害人所谓“伪
装失踪”。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被害人之一的姐姐，是在饭店打工
的。日本的入国管理局对招聘外国人
做临时工或做正式工，都有非常严格
的规定。比如持有家属滞在签证或留
学签证的留学生，每周只被允许打28
小时的临时工。而且，饭店在用工时，

一定要求被录用的人出示在留日本
身份证，被称为“在留卡”。没有在留
卡的，找不到工作。被害人之一的妹
妹是中专学校的留学生，有留学签
证。姐妹两个人没有必要玩自己钻进
旅行袋里的失踪游戏。
可以说，被告主观上杀人动机很
明确，只是被告用谎言欲盖弥彰，掩
耳盗铃。

焦点2
焦点2
检方提出判处被告死刑有何依据？
张玉人律师：在日本的刑事法律
实务中，特别是死刑求刑时，主要有
“三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被告主观上
有杀人的故意，即本案检方指出的，
被告主观上有“杀意”。这个杀意是指
被告去被害人的家就是为了杀人，也
称杀人动机；第二个要件是杀人与被
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被告的杀
人手段，或使用的杀人凶器，确实导

致被害人死亡。即手段或凶器与被害
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个
要件是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根据检方
对本案的被告提出死刑的求刑时，使
用了被告有“杀意”的用词，表明检方
认定被告主观上有故意杀人的动机。
被告的行为符合上面提到的“三
要件”，因此，检方提出判死刑是理所
当然。
关键是法官怎么作出判决。

焦点3
焦点3
本案证据是否充足，能否将被告定罪？
张玉人律师：证据有人证、物证、
书证等，证据要证明的是“因果关系”
的存在。
比如据媒体报道，
被害人姐妹
俩是被勒住脖子窒息致死。如果是用
手勒的脖子，被告的手与被害人的脖
子上留下的痕迹相符，尸检报告要表
明由于勒的作用，破坏了脖子的哪部
分结构，
导致了死亡，
这样才能构成加
害行为导致了死亡，形成了“因果关

焦点4
焦点4
被告能否被判处死刑？

岩崎龙也此前因被控杀人、
抛尸等罪名被捕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唐倩

系”。警方在做调查时，主要就是集中
在被告用了什么手段导致了被害人
死亡。调查过程能把当时被告的加害
行为复制出来，最终能够证明导致被
害人死亡的结果，才能以“杀人罪”对
被告实施再次逮捕。
警方逮捕嫌疑人后，如果发现有
新的犯罪事实，可实施再逮捕，进一
步将犯罪的事实调查清楚。
张玉人律师：我的预测是判死刑的
可能性大于判无期徒刑。理由如下：其
一，
被告的犯罪行为具备检方指控的
“三
要件”
；
其二是被告本人没有丝毫的认罪
反省态度。
这一点，
在日本刑事案件审理
中非常重要，尤其是裁判员对被告是否
认罪反省很是重视；其三是本案的证据
链完整，
客观；
其四是被害人没有任何过
错，
而且被害人是2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日本
的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主张废除死
刑的呼声很高。此外，日本明年要换年
号，新天皇登基后可能会把废除死刑提
到日本国会的议事日程。那么，在本年
度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可被判死刑的案
件，是否最终都会被判死刑，人们拭目
以待。因此，本案的被告不是没有被判
无期徒刑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小于
被判死刑。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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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
二、党的基层组织应严格执行
公厅印发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
任期制度，任期届满按期进行换届
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选举。如需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举，
应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延长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
或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
见》全文如下。
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
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规定： （党组）要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
“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 确保党的基层组织任期调整统一规
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 范、平稳衔接。
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
为贯彻落实党章规定，严肃党内政
和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组织要切
治生活，
严格党的组织制度，
完善党
实负起责任，认真做好基层党组织
的基层组织任期，
现提出如下意见。 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等相关换届准备
一、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
工作，
及时提醒督促按期换届。
一般为 5 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任期，
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一般为 3 年，其
中，
村和社区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
由中央军委规定。
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为 5 年。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其他有关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规
本意见印发前已换届的党的基
凡与本意见不一致的，
按照本意
层组织，
原则上从本届任期届满后， 定，
开始执行上述规定。
见执行。

首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公布
涉及 14 家违法企业和 6 名违法人员
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

被列入“黑名单”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
不仅要受
到人社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
“黑名单”信息还将推送至国
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由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
在政府资
金支持、
政府采购、
招投标、
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
融资贷款、
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
评优评先等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2 日公
布了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
，共涉及石家庄佐润建筑劳务分
包有限公司等 14 家违法企业和 6 名
违法人员。相关企业和人员将受到
“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
的联合惩戒。
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表示，被列入
“黑名单”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
员，不仅要受到人社行政部门的行
政处罚，
“ 黑名单”信息还将推送至
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对这些违法单位
和个人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
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
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
先等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在首批“黑名单”上，石家庄佐
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重庆市
中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广州缔星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来宾市万
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云皓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省合江县
三江建筑工程公司拖欠多名农民工
工资分别达百万元以上。

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司长陈
洪宛表示，针对本次发布的“黑名
单”
主体，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依法
限制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
动；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其作为
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依法限
制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依法限制、
暂停或取消政策性资金、政府补贴
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对其支持；
办理海关相关业务时，对其进出口
货物实施严密监管，
加强单证审核、
布控查验、加工贸易担保征收或后
续稽查；在申请股票发行、债券融
资、银行信贷、外汇额度等方面，各
相关部门均会依法依规对其采取限
制性措施，
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卫明表示，住建部正在加快制定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并不断推
进全国建筑工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建设；严厉打击转包违法分包等违
法行为。今年 1 至 5 月份，住建部共
查处建筑市政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 1 万余件，清欠金额 52.2
亿元。
据新华社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

一审被判15年 受贿超1.5亿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2
日公开宣判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
人张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
对张
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
上缴国库。
张越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
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
被告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
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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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
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569亿余元。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张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张越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其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系自首；
归案后检举揭发他
人重大犯罪问题，
经查证属实，
具有
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
赃款赃物大部分已退缴，
依法可
对其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