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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
获悉，人民银行要求主要金融
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强化
宏观思维，充分发挥带头和支
柱作用，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
稳定性。

当日，人民银行召开部分
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
谈会。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各
主要金融机构主动担当作为，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力支持
了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

数据显示，1月至7月新增
人民币贷款14.4万亿元，同比
多增5161亿元。7月末，广义
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
规模、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
均保持在10%以上。贷款利率
持续下降，1月至7月企业贷款
利率为4.29%，同比下降0.34个
百分点。

在部署推进当前和下一阶
段货币信贷工作时，会议强调，

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
银行要强化宏观思维，充分发
挥带头和支柱作用，保持贷款
总量增长的稳定性。要增加对
实体经济贷款投放，进一步做
好对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
技创新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工
作。要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
求。要依法合规加大对平台经
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要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信
贷平稳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之
间的关系。

会议要求，政策性开发性
银行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加大对网络型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基础
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相关项目
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并带动贷款投放。

据新华社

央行：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8月17日下午，中国作家协
会公示2022年会员发展名单，
拟发展会员994人。其中，著名
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在拟发
展会员名单中，因其部分作品
被指文学水平不高引发网友争
议，质疑中国作协的会员入选
标准。

23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
联络部会员工作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包括贾浅浅在内的944
名拟发展会员，均是按照程序
进行评审上报。对于网友质疑
的问题，将会记录核实。

“公示结束之后，我们将会
把公示期收到的情况，以及核
实的情况再次上报到书记处，
书记处开会确认之后才会公布
（正式）名单，一般就是在几天
内。”该工作人员称。

记者使用邮件试图与贾浅
浅取得联系，但截至发稿时仍
未获对方回应。

中国作协发布的公示材
料显示，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
会员发展工作，自2021年12月
底启动以来，共收到2875份申
请，经审核确认，符合申请条
件的申请者共2211人。在征求
各团体会员意见和咨询各文
学门类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中

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于8月16日
进行审议并投票，拟发展会员
994人……

前述工作人员向记者确
认，想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必
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征求各
团体会员意见”即中国作协向
各省作协和行业作协征求意
见，“咨询各门类专家意见”则
是由中国作协组织专家评审会
对申请者个人及作品进行评
审，申请者的作品包括出版的
书籍及发表的作品，“具体流程
可参考《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
员申请审批办法》。”

公开资料显示，贾浅浅出
生于1979年11月，现为西北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文学
专业在读博士，著名作家贾平
凹之女。2018年初，贾浅浅出版
个人自选诗集《第一百个夜
晚》。2020年3月，出版诗歌集

《椰子里的内陆湖》。
据西北大学官网的师资介

绍，其近年来个人的主要科研
成果中有多篇论文及课题项
目 与 其 父 亲 的 作 品 研 究 相
关。另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
奖，诗歌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文滔 实习生 严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
23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
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
副主任盛荣华介绍：中央网信
办结合每年开展的“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将网络暴力、网络水
军、网络黑公关作为“清朗”系
列专项行动当中的一项重要任
务，集中力量来整治这方面的
问题。中央网信办所做的工作，
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聚焦重点抓整治。针
对不同类型网络乱象的特点，
抓住要害、对症下药。比如说，
中央网信办将那些网络群组、
网站论坛、电商、小程序等平台
作为治理网络暴力、网络水军
乱象的一个重点，将评论、弹
幕、私信等环节作为治理网络
暴力问题的重点，将青少年常
用的应用程序、智能设备等环
节作为治理涉未成年人网络乱
象的重点，在实践当中取得了
良好效果。

二是创新举措增实效。在
工作当中，中央网信办做到三
个强化：一是强化信息公示。各
网站平台现在都上线了公示账
号IP地址的归属地，还有网络
账号所属MCN机构信息等功

能，可以全方位接受网民的监
督，从而有力遏制了网络水军
蹭热点、带节奏、恶意营销等问
题。二是强化用户保护。中央网
信办推动网站平台完善防控机
制，向可能遭受网络暴力风险
的用户发送风险提示，引导用
户开启“一健防护”功能，力求
做到防患于未然。三是强化推
荐管理。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
平台优化榜单类产品评价体
系，综合价值导向、用户口碑、
质量评测等因素，来构建多元
评价指标，规范推荐位置信息
的呈现，纠正唯点击量、唯数据
量的不良倾向。

三是从严惩处强震慑。中
央网信办始终把影响面广、危
害性大的网络问题作为整治重
点，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这次
网暴专项整治行动当中，重点
网站平台累计拦截涉攻击谩
骂、造谣诋毁等信息6541万余
条，处置违法违规的账号7.8万
个。在网络水军专项治理行动
当中，重点网站平台累计清理
网络水军招募引流等信息1627
万条，查处违法违规账号528万
余个，处置群组、贴吧45万个，
形成了有力震慑。据央视新闻

中央网信办：

集中整治网络暴力、网络水军、
网络黑公关方面问题

劳荣枝及其辩护人认为，法
子英强奸、殴打劳荣枝，以当地雷
某案威胁劳荣枝及其家人安全，
劳荣枝长期被法子英身体和精神
上双重控制，也是受害者之一，并
非是他人口中的“杀人女魔头”。

劳荣枝承认她在法子英的胁
迫下进行过绑架、抢劫的犯罪，但
认为自己系从犯，她未杀人，未犯
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在程序上
多处不当，法律适用上也存在错
误，量刑畸重，二审法院应该发回
重审或者直接予以改判。

江西省检察院则认为，劳荣
枝伙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
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
胁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其行为
已构成抢劫罪；以勒索财物为目
的绑架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绑
架罪。劳荣枝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劳荣枝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常州绑架的事
实，系坦白。劳荣枝故意杀人致五
人死亡；抢劫致一人死亡，抢劫数
额巨大，并具有入户抢劫情节；绑
架致一人死亡，勒索赎金7万余元，
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
处。一审判决适当，应维持原判。

劳荣枝辩护人在二审时提
到，一审公诉机关在南昌案和温
州案中，对劳荣枝只起诉了抢劫
罪。但在一审判决书内，南昌中院
增加了故意杀人罪，也没有让劳
荣枝就增加罪名进行自我辩护，
未重新开庭审理。

检方对此认为，一审法院并非
增加罪名，而是变更罪名。抢劫、绑
架、故意杀人罪都是严重危害社会
的罪名，一审法院根据同一事实，
先是征求了劳荣枝的律师以及检
察院的意见，取得一致意见后又
通过视频征求了劳荣枝的意见。
一审判劳荣枝在南昌案和温州案
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并无不当。

连续三日的二审庭审中，双
方还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部分进行
了辩论。

二审庭审中，劳荣枝否认与
法子英是情侣关系。劳荣枝认为
自己历任男友都很帅，而且喜欢
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而法子英相
貌丑陋，没有文化。不过，她也提
到，1994年她和法子英相识，1995
年年初才在一起，1995年11月办
理停薪留职和法子英去了深圳，
后来回到南昌，在南昌案发生前
已与法子英分手。南昌案时，法子
英想拉她下水，所以带她去了熊
某家，南昌案后因为犯案，她一个
女孩在外，对法子英产生了依赖
的心理，但是她也恨法子英，“爱
恨交加”只是她随便用的一个成
语，不至于爱法子英。她期间想要
逃离法子英，但是法子英会以她
家人的安全相威胁。

检方则指出，劳荣枝的同学证
言中提到，劳荣枝曾告知她交了男
友，这个男友经辨认是法子英。劳
荣枝和法子英在几起案件中的房

贾平凹之女贾浅浅
拟入中国作协引争议

作协：系按程序进行，对质疑会记录核实

从“是不是情侣”到
“买没买冰箱”……

■ 8月18日至20日，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劳
荣枝涉嫌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上诉
一案。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劳荣
枝、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围绕劳
荣枝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共
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审量
刑是否过重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
见。劳荣枝进行了最后陈述。

■ 在二审过程中，劳荣枝多
次推翻此前供述，力图将自己与
早已伏法的法子英“区分”开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全程旁
听三日庭审，并详细梳理了劳荣
枝案二审控辩双方的各项辩论焦
点。上诉是劳荣枝的法定权利，据
实审判则是法官的责任。案件二
审，将让本案事实更清晰，也有助
于进一步厘清真相。被害人家属
对记者表示，期待二审判决有一
个公正的交代。

劳 荣 枝 案 二 审 11 个 控 辩 细 节 ：

东等证人证言，劳荣枝和法子英多次
以情侣的或夫妻的名义租房生活在
一起。劳荣枝在接受审讯时，也说她
对法子英爱恨交加，法子英会在吵架
后给她洗衣服做饭，法子英还教她做
饭，法子英平时做饭比较多，不过他
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出吃小炒。

劳荣枝称她身心俱被法子英摧
残、控制。法子英多次殴打她，导致
她嘴角缝针头骨凹陷，并申请进行
鉴定；法子英多次“强奸”她导致她
怀孕堕胎，小产期间还被侵犯。劳荣
枝还称，法子英还以有案底的刘某、
在逃人员雷某来威胁、恐吓她，她只
能被迫成为法子英的同伙。

检方则表示，劳荣枝提到她怀
了法子英的孩子两度堕胎，一次还
是法子英姐姐陪同下堕胎，但医院
无记录，法子英姐姐也不知道她怀
孕的事。刘某在服刑期间认识法子
英，但从未与劳荣枝见面。雷某仍在
潜逃，也不认识劳荣枝。

事实上，劳荣枝落网接受审讯
时，被问到害不害怕被害人报警她
被抓，劳荣枝回答被抓了也不会供
出同伙，不会告知同伙的行踪，同伙
早就跑了。劳荣枝也曾供述，法子英
和她吵架后，又会对她好。

劳荣枝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和法
子英通过“仙人跳”的方式想敲诈他
人。她说“仙人跳”的想法，产生在南
昌案发生之前，有两次有男人想睡
她，给了她上千元，但是她拿了钱后
并没有和男人睡。法子英就说服她，
通过她与男人捉奸在床的方式，让男
人理亏，其他的事交给法子英处理。

但她认为：南昌案案发前她已
与法子英分手，出租屋只有她一人
有钥匙。做空调生意的熊某找她是
因为想泡她，她只是想换取出租屋
有一台空调。但是法子英“从天而
降”，持刀威胁熊某。常州案刘甲、合
肥案殷某都是自己要找她的。而且
她坐台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物色对
象，是在法子英的要求下，每天汇报
坐台的情况。此外，温州案被害的是
两名女性，也证明她不是以坐台方
式物色对象，并未与法子英形成固
有的作案模式。

检方则指出，四起案件中，劳荣
枝与法子英共谋，由劳荣枝在娱乐
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
再对被害人实施绑架或抢劫。作案
前，二人共同商议作案地点和作案
对象。作案时，二人明确分工，劳荣
枝实施了物色和引诱被害人、捆绑
被害人、威胁被害人、劫取财物等犯
罪行为。温州案中，劳荣枝在坐台期
间发现梁某戴名表，还交了有钱的
男友，与法子英商议后决定以租房
的名义抢劫梁某。四起案件均是劳
荣枝先认识被害人，伙同法子英置
案件被害人于危险之地，称被害人
为“猴子”，都对被害人进行捆绑，以
威胁对方生命的方式劫财，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

劳荣枝在二审期间否认了一审
中认定她参与捆绑多名受害人的认
定。她只承认在有唯一幸存者的常
州案中捆绑过刘甲的脚，还多次提
到碰都不会碰一些女性被害人。合
肥案殷某很瘦，殷某被法子英捆绑
关进笼子后，她抬不动，殷某自己将

脚伸入铁笼底部，走到另一间房间，
她也没有碰。劳荣枝还提到，常州案
法子英离开出租屋下楼挪车的时
候，她因为害怕刘甲逃跑法子英怪
罪于她，让刘甲不要跑，看到刘甲想
挣脱，就用老虎钳“弄了他一下”。

检方则指出，劳荣枝在审讯期
间和一审开庭时都承认她参与捆绑
部分被害人，且讲述详细，与死者尸
检报告等相关证据一致。常州案中，
幸存的被害人刘甲证言，劳荣枝配
合法子英拿出几根铁丝，直接将他
双手双脚绑在椅子上。劳荣枝也曾
供述称，法子英临走前告知她，如果

“猴子”反抗试图逃走，则将“猴子”
勒死，劳荣枝在看管刘甲期间，曾用
老虎钳击打刘甲胸部，用铁丝拧紧
刘甲颈部。

一审判决书显示，合肥案中，殷
某被捆绑后，法子英逼迫殷某尽快交
付财物，法子英以当面杀人威胁殷
某。中午，劳荣枝购买一台旧冰柜用
于存放尸体。陆某死后，殷某还在劳
荣枝和法子英的要求下书写两张字
条，交代妻子一定要配合，称对方是
职业绑架人员，已当面杀了一个人。

劳荣枝在二审期间辩称她“不
记得买过冰箱和在字条上写过小
字”。她称，法子英喜欢去洗浴中心，
有可能是法子英叫其他女人买的冰
箱。劳荣枝及其辩护人指出，三个证
人对劳荣枝买冰箱的时间、买冰柜
的女人外貌特征、年龄等都描述不
一，在本案中不能确定购买冰柜的
女人就是劳荣枝，在侦查阶段没有
组织上述证人对劳荣枝进行辨认。

检方则指出，买冰柜收据、旧货
店老板、三轮车车夫等证人的证言，
均能证明劳荣枝在这起案件中购买
了冰箱。根据笔迹鉴定，殷某写给妻
子的字条上，“少一分钱我就没命了”

“这件事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不
管你妈还是别人，现在放下电话，十
五分钟内”“在规定时间内”“他的同
伙一定会让我死的比刚才那个人还
快”等补充文字系劳荣枝字迹。

法子英合肥案判决书显示，合
肥案被害人殷某是法子英在1999年
7月23日上午10点勒死。劳荣枝案一
审判决中，法子英23日上午在殷某家
中被抓获。28日，警方在出租屋发现
殷某和陆某的尸体，殷某被人勒死。

劳荣枝称，她得知陆某死后，装
了两件衣服放在随身的包里，在22
日晚上就已经离开，要逃离法子英，
她不知道后来殷某已经遇害。劳荣
枝的辩护人认为，合肥案判决已认
定殷某系法子英所杀，且采用勒颈
窒息死亡的方法，与处理陆某以外
的其他受害人的死因都是一致的，
是法子英惯用的杀人方法。

检方指出，虽然合肥案判决认
定法子英勒死殷某，但是根据尸检
报告中殷某的死亡时间，法子英已
被抓获。此案案发久远，基于“有利
于被告人”的原则，劳荣枝案一审法
院既未认定殷某系法子英所杀，也
未认定是劳荣枝所杀。但正如劳荣
枝在一审庭审中说“不是我，就是
他”，案件没有其他人参与，无论是
他们中谁杀害了殷某，他们两个都
应该对殷某的死承担刑事责任。

劳荣枝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

劳荣枝在4个地方作案，判处3个死
刑，比法子英还多一个常州案犯罪
事实。该起犯罪事实办案机关并未
掌握，是劳荣枝主动交代的，当初合
肥案判决也未予以查明，更没有起
诉，劳荣枝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属于自首。

检方则认为，法子英供述中对
常州犯罪事实已有供述，但因证据
不足未移送审查起诉。因常州犯罪
事实已为司法机关所掌握，劳荣枝
归案后，如实供述同种罪行，应认定
为坦白情节。

劳荣枝提出，法子英将南昌案
劫取的名表等财物放到法子英母亲
家中，她坐台的钱都交给法子英，所
有劫取财物都被法子英控制，法子
英都不让她选喜欢花色的床单，也
不让她身上带的钱超过100元。

检方指出，劫取财物系劳荣枝、
法子英共同支配。劳荣枝在法庭上
说她和法子英去了广西、杭州、乐
山、重庆、芜湖等多地，在重庆的时
候，法子英喜欢赌博，她则喜欢在家
看电视剧，逃亡的生活“很快乐”，只
是不能跟家人联系。

劳荣枝称前三起案件中，她不
知道法子英杀人，在厦门被抓后，才
知道除了陆某死亡，案件中还有其
他6人死亡。她未杀人，且实施犯罪
系法子英胁迫，她只是从犯，不构成
故意杀人罪。

劳荣枝辩护人指出，对被害人
的死亡缺乏明知、没有合意，均系法
子英单独实施的行为，属于实行过
限。劳荣枝没有参与的故意杀人，一
审审判推定她应知就判她对被害人
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这不当。劳荣枝
离开法子英以后，虽然逃亡二十多
年但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不具
社会危害性，不属于罪大恶极必须
执行死刑。

检方认为，劳荣枝与法子英共
谋实施抢劫、绑架犯罪，客观上需
通过暴力、胁迫方法，包括致人死
亡的方法实施。劳荣枝伙同法子英
共同实施犯罪，其中，劳荣枝参与
共谋、物色和引诱被害人、在法子
英持刀威逼时捆绑被害人、劫取被
害人财物。

南昌案中，劳荣枝供述“点一把
火烧了这个家”“我隐隐约约知道法
子英可能杀了人”“法子英留下善
后，善后的意思就是防止熊某的老
阿婆报警”。温州案中，劳荣枝供述

“我不知道女孩和妈咪最后怎么样，
只要法子英安全就好，因为我顾不
上别人”“我们心照不宣”“我们只是
分工不同，杀人的行为主要是法子
英做”。合肥案中，劳荣枝供述“知道
法子英想杀个人给殷某买冰柜的目
的就是为了装尸体”，在字条上补充

“少一分钱我就没命了”“他的同伙
一定会让我死的比刚才那个人还
快”等内容。

二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应共
同对致人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劳
荣枝伙同法子英抢劫、绑架被害人，
尽管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但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子英可能实施杀
人行为，在法子英杀害陆某时还予
以协助。因此，劳荣枝依法应当对造
成7人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
卿媛 蔡晓仪 发自江西南昌

1 “一审量刑是否
过重”

2 “罪名变更还是
增加”

3 “劳荣枝、法子
英是否为情侣
关系”

4 “法子英是否摧
残、控制劳荣枝”

5 “仙人跳还是固
有作案模式”

6 “是否参与捆绑
被害人”

7 “是否买冰箱、写
字条”

8 “殷某系谁所杀”

9 “常州案自首还
是坦白”

10 “抢劫所得是否
共同支配”

11 “劳荣枝的行为
是否构成故意杀
人罪”

劳荣枝案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图据江西高院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3日表
示，日本某些政客和议员跟风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图谋捞取
政治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蔡英文近日接
受日媒采访时鼓噪深化所谓

“台日关系”。日本国会议员古
屋圭司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
此有何评论？马晓光在答问时
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说，我们敦促日方
这些人吸取历史教训，充分认
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认清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的事实，以实际行
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精神，在涉台问题
上谨言慎行。

他指出，我们正告民进党
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挑
衅，注定失败。

国台办：
坚决反对日本某些政客和议员

跟风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