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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首场“美德少年”

实践基地欢乐行举行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李秀明）

“原

来大熊猫是熊不是猫啊”“蜀汉时我

们四川就有这么多美德英雄”“最让我

感动的是中国壮士雕塑”……6月6日、7

日，首场“美德少年”实践基地欢乐行

举行，少年们去了建川博物馆、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武侯祠。 每到一

处，少年们都刷新知识，感触颇多。

昨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主办的成都市“‘美德少

年’实践基地欢乐行活动”走进了成都

大熊猫繁育基地、 武侯祠博物馆，80余

名成都市的历届“美德少年”在志愿者

的陪同下，共同学习知识、探索奥秘。

11岁的彭虞乔来自青白江区人和

学校， 这是她第一次在熊猫基地与大

熊猫亲密接触。听完讲解员的介绍，彭

虞乔眼睛瞪得大大的， 她说以前一直

以为大熊猫是“猫”，属于猫科动物，

今天才知道它原来是熊科动物。

探秘大熊猫后， 下午少年们继续

出发，来到了武侯祠博物馆，聆听蜀汉

英雄的美德故事。“纪念诸葛亮的武

侯祠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南阳武侯祠、

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 云南保山武

侯祠……”讲解员耐心地给孩子们讲

历史、说故事，少年们也有许多问题，

讲解员都耐心地做了解答。

据介绍，自2010年以来，成都市共

评选表彰了5批次229名成都市“美德少

年”，美德少年是全市的先进典型，为成

都市的未成年人提供了鲜活榜样。

100%中奖，这不是在忽悠吧？放心，成

都商报搞活动， 从来都是真资格的。“21味

成都”评选活动持续火爆，截至昨日，已超

过5万人次围观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狂

欢。投票的读者朋友们注意了，第二波福利

强势来袭———金堂特色凉拌鲫鱼一份+100

元彭州阳氏田鸭肠菜金券+100元老革命火

锅菜金券，投票就送，关键还不限量。

动一动手指，这个周末吃的、看的、耍

的都有了。这个周末天府花园水城金堂有

龙舟赛，金堂三江渔府作为金堂最具地方

特色的风味河鲜馆，将在我们终选阶段推

出巨大福利：凡是下载成都商报APP参与

“21味成都”投票的好吃嘴，到店消费就

送一份最具金堂特色的凉拌鲫鱼。吃了之

后，还可以乘船夜游金堂县城水域一号航

线景区，赏西部唯一“桥上喷泉瀑布”。

与此同时，为什么彭州阳氏田鸭肠会

选择在终选阶段疯狂派送菜金券呢？彭州

阳氏田鸭肠的创始人阳永强“神回复”：

怕影响小弟弟小妹妹高考！怕爸爸妈妈为

孩子们备战高考分心！ 今天高考结束了，

从明天起同学聚会、 出门狂欢都必不可

少，口袋钱少了，就拿到彭州阳氏田鸭肠

菜金券，品尝新鲜可口的鸭肠吧。

100元老革命火锅菜金券使用细则

凭成都商报回复短信到双林北支路

新华吃典旁老革命火锅总店、广福桥北街

老革命火锅店消费时， 可抵用100元菜品

费用。此券只抵扣菜品（锅底、油碟、酒

水、饮料、小吃不能抵用）；使用此券不再

享受店内其他优惠，仅限堂食，外卖不可

用；此券每桌限用一次，不兑换，不找零。

收到短信“奖品回执”后，请在两个月有

效期内使用。另外，须关注老革命微信公

众号方可使用菜金券。

100元彭州阳氏田鸭肠菜金券使用

细则

凭成都商报回复短信到彭州阳氏田

鸭肠消费时，可抵用100元菜品费用，此券

只抵扣菜品（锅底、油碟、酒水、饮料、小

吃不能抵用）；使用此券仅限堂食，外卖

不可用；此券每桌限用一次，不兑换，不找

零。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快拿起手机， 打开 “成都商

报”客户端，进入活动频道，点击

“

21

味成都” 活动的投票通道，尽

情地投票吧！

福利再升级 投票就送三重好礼

初选投票截止时间6月8日24时 大家抓紧机会投票

髴手机下载 “成都商报”

客户端

髵进入“成都商报” 客户

端， 点击右下角的“活动”栏目

髶找到“21味成都”活动

专区的“投票通道”，点击进入

髷选择你想要投

票的区（市）县，点击

进入

髸选择你想要投票

的菜品，点击投票

髺每个手机号每天

可投5票，每个手机号每天在每

个区（市）县只能投1票，可投

不同区（市）县

髼请在投票后弹出的页面

留下电话号码，以便短信通知，

凭短信领取菜金券

发生口角后数小时对方死亡

一审判死缓 重审判无罪

因被告人的供述与证据不相印证，内江中院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

宋兴富与酒后的伍根友因琐事发生

口角。次日，伍根友被发现因钝器打击头

部致颅脑损伤，死于田地上。检察院认为

此行为是宋兴富所为， 将其以故意杀人

罪起诉到法院。 内江中院审理支持了检

察院的诉求，判宋兴富死缓。省高院没有

核准，发回内江中院重审。内江中院重审

认为，宋兴富的供述相互矛盾，且有罪供

述与其他客观证据不能相互印证， 未形

成完整证据锁链，最终改判宋兴富无罪。

近日， 省高院将这一案例作为指导

案例下发，指导全省法院审理案件。

案情

两人发生口角后数小时

其中一人死在田地上

法院查明，2012年7月25日21时许，

宋兴富与酒后的被害人伍根友因琐事发

生口角。次日4时30分，伍根友被发现死

于双凤镇徐安文家稻田缺口处。经鉴定，

伍根友系生前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

死亡，其性质系他杀。

检察院认为，宋兴富在发生口角后，

想起多年前伍根友曾偷他家的东西，遂

产生打伍根友一顿的想法， 于是在自家

大门外取了一根竹棒， 将坐在路边的伍

根友打倒在地。 后宋兴富发现伍根友仍

有气息，遂产生杀害伍根友的想法，继而

掐颈，用拳头猛打其胸口，用菜刀砍击头

部， 并将伍根友放在离殴打现场数十米

远的水田缺口处。

内江中院判决， 宋兴富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此后，省高院裁定，将该案发

回内江中院重新审判。

重审

证据中存在诸多疑点

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

内江中院重审认为，本案中，指控宋

兴富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中存在诸多疑

点无法排除。

一方面， 宋兴富有罪供述存在诸多

问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是宋兴富有罪供述合法性未得到

保证。侦查人员对宋兴富的第一、二次讯

问限制人身自由持续时间达24小时以上，

且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第三次讯问未按规

定在看守所进行，且此次供述笔录与第二

次供述笔录基本内容雷同，包括讯问的问

题及先后顺序、宋兴富对作案过程的回答

内容与顺序均相同，甚至错别字和标点符

号也与第二次供述笔录相同。

二是宋兴富有罪供述客观性未得到

充分查实，所供细节与现场勘验检查、尸

体检验等不吻合。 宋兴富所供报复伍根

友偷了其家的鸡和钱的作案动机未得到

其母亲邱长先和老队长李元兴证实；所

供作案工具“硬头黄”竹棒未找到；所供

作案用菜刀上未发现伍根友血迹等相关

信息；所供用“硬头黄”竹棒打了伍根友

四下，而伍根友背部、腰上无钝器伤或棍

棒伤； 所供用菜刀柄底部在伍根友头部

中间连剁四下， 而伍根友头部右额部有

两条创口、左顶部有一条创口、左枕部有

一条创口、 枕部有三条创口， 共七条创

口，数量、位置均不吻合；所供作案所穿

衣裤、拖鞋均未发现伍根友血迹等信息；

现场没有发现与宋兴富有关的痕迹、物

品；伍根友衣物上未检出宋兴富的DNA

信息。因此，宋兴富有罪供述的合法性无

法排除合理质疑， 客观性亦无法得到应

有印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另一方面， 法医生物物证鉴定意见

书送检检材来源不清。 一是送检的现场

提取可疑血迹有六处， 而现场勘查中提

取的可疑血迹、斑迹仅有五处。二是送检

的死者伍根友指甲、血样、矿泉水瓶、蚊

帐上的可疑斑迹、 宋兴富的血样无提取

笔录或扣押清单。 三是鉴定委托书上所

载的送检检材与鉴定意见书中的送检检

材不一致。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

宋兴富杀害伍根友的事实。

最终，内江中院判决宋兴富无罪，目

前已生效。内江中院相关负责人指出，去

年以来，呼格吉勒图、念斌等案件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 防范冤假错案的呼声高

涨。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对保障人权、防

范冤假错案作出了规定。 本案被告人自

认了犯罪行为， 因有罪供述缺乏充分印

证，法院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

罪判决。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李娅）

如

何安全使用智能手机？ 如何保护

网上炒股安全？如何保护网上购物

安全……昨日上午，成都市第二届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锦江

区白鹭湾湿地公园举行，这些和市

民息息相关的网络安全问题，都能

在现场找到实用的防范技巧。

活动现场的展板图文并茂地

对依法上网办网、网络金融安全、

个人信息安全、打击网络谣言、青

少年上网安全等内容进行了介

绍，引来众多市民驻足参观。大家

纷纷表示，这样的集中宣传，让网

络安全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也帮助

大家提高了防范网络风险的能力。

铁路部门推出

“变更到站”服务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 （记者 樊

曦）

记者7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为满足旅客变更行程的需求，6月10日

起，铁路部门将推出“变更到站”服务

措施，旅客购票后，如需调整行程，变

更新的目的地，在车票预售期内、开车

前 48小时以上到车站售票窗口或

12306网站变更新的到站即可，无需将

原车票退票后再另购新车票。

按照原铁路车票改签规定， 旅客

购票后只能变更乘车日期、 车次、席

位，不能变更到站；如需变更到站，须

先退旧票，再买新票。

铁总有关负责人表示，“变更到

站”服务将为广大旅客带来进一步的

便利：一是经济上更加实惠，旅客“变

更到站”，如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

只需补足车票差价， 不需支付原车票

退票费；如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只

需支付差额部分的退票费。 二是办理

手续更加简便，旅客“变更到站”，只

需到车站窗口办理一次手续， 无需像

过去那样到车站窗口两次排队或在互

联网上两次操作。三是出行更加便利，

旅客可提前60天购票， 并可在出发前

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

此外，自6月10日起，铁路部门将

对车票改签措施作进一步调整， 对开

车前48小时至15天内， 改签或变更到

站至距开车15天以上其他列车车票，

又在距开车15天前退票的，核收5%退

票费。据了解，今年春运，铁路部门将

火车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 同时配套

推出了距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不收退

票费的措施。但一些囤票者，利用这一

措施，在临近开车48小时前，将囤积的

未出手车票改签为距开车15天以上的

其他列车车票，然后办理退票，不仅逃

避囤票成本，而且占用客票资源，影响

其他旅客正常购票。

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学点实用技巧

成都市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