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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原代理书记黄兴国
严重违纪被双开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原
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兴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
党的集中统一，阳奉阴违，搞迷信活
动，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
干部并收受财物，封官许愿，任人唯
亲；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纵
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
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
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
员，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问题涉嫌犯罪。

黄兴国身为中央委员，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工作纪律和国家法律，政治上蜕
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其违纪
行为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影
响极坏，严重破坏了天津的政治生态，
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形象，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
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
定给予黄兴国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
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
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据新华社

日前有人发现，河南信阳市新县法院曾在网上拍
卖了一批可以发射“BB弹”的玩具枪。

记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看到，新县法院在
2016年10月30日和12月28日分两次拍卖了25支玩
具枪。前天中午，新县法院将2016年10月30日及12
月28日的上述网拍信息删除。

新县法院公开网拍模型枪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
为此前已发生过数起因买卖、持有可发射BB弹的“玩
具枪”而导致获刑的案例。

前天下午，记者联系了新县法院，工作人员称拍
卖的这些都是“玩具枪”，详细情况法院还在向执行法
官核实。 （北京青年报）

2001年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

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
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
致人死亡；

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
以致人伤害。

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2008年
《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
据为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

2010年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

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
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
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对12只眼睛（长白猪）进行射击实验：
0.4焦耳/平方厘米
1.5焦耳/平方厘米
——两只眼没有明显伤；
2.5焦耳/平方厘米
——伤残明显，其中一只眼流血。
根据实验结果，考虑到不同口径弹丸对肌

体致伤差异等因素，因此1米内阙值钢珠气枪致
伤下限可以定为1.8焦耳/平方厘米。

曾参与制定《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
的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著
名专家季峻，曾在其发布的一篇的论文中对于1.8焦
耳/平方厘米临界值的计算过程进行过阐述——经过
对12只眼睛（长白猪）进行射击实验、医学摘除以及
医学解剖检验分析，实验结果是0.4焦耳/平方厘米，
1.5焦耳/平方厘米，两只眼没有明显伤，2.5焦耳/平方
厘米则伤残明显，其中一只眼击中就鲜血直流，可以
看出比动能大于1.5焦耳/平方厘米的情况下对人要
害部位（眼睛）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伤残。这篇论文还
提到，根据试验结果，考虑到不同口径弹丸对肌体致
伤差异等因素，1米内阙值钢珠气枪致伤下限可以定
为1.8焦耳/平方厘米。

对于参与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季峻曾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提到，制定这个标准是看能不能致伤，但是
能致伤和判刑又是两回事。

“这个标准制定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定。”昨日，季
峻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制定标准花的时
间很长很长，并不是几个人就决定的，而是有国内外
很多专家参与，也参考了相连续的很多法律法规。

演变
如何鉴定一把枪

实验
如何判断可伤人

2007年公布，2008年起实施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
科学鉴定判据》，是作为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来颁布的，
由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学
以及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起草。其中有关枪支致伤力
的规定，提到是依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以及司法
部联合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以及《人体轻伤鉴
定标准（试行）》的相关条款认定的轻、重伤的致伤作用
能力。而引发讨论的规定，是其中一条“未造成人员伤
亡的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据为枪口比动能≥1.8焦耳/
平方厘米”。2010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
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再一次提出，对不能发射制式
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
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对于这样一个目前普遍实施中的枪支鉴定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去年全国两
会提出了质疑。他说，在2008年以前，枪的鉴定标准适
用的是2001年8月出台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
能鉴定工作规定》。按照旧的标准鉴定方法，是将枪口
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
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
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
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而修改之后
的标准，根据此前公开的实验，1.8焦耳/平方厘米的
标准仅为原标准的九分之一。新标准实施后，就出现
了大量原本并不构成犯罪的持有仿真枪等行为，被认
定成是犯罪。

变成1/9
旧标准射击木板
新标准设定数字

和赵春华命运相似的广州小贩王国其，在7年以前
就曾因为1.8焦耳/平方厘米即认定为枪支的标准而身
陷囹圄。因为卖了一个月的仿真枪，其中18支超过了标
准，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法院最终启动了再审程序，
最终王国其在坐了四年牢之后拿到了无罪认定。

“这个标准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即使在法院内部
都有不同的意见。”朱征夫这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王
国其犯案时有新旧两个文件认定是否属于枪支。如果
按照旧的文件鉴定就不属于枪支，如果按照新的文件
鉴定就属于枪支。王国其此前被判有罪，是法院采用
了新文件的规定。而之后检察院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
度，认为可以适用旧的文件。而这样一来，王国其卖的
仿真枪都不是枪，也就不存在犯罪行为。

卖“枪”被判10年 小贩4年后获无罪
按旧文件不属于枪支 按新文件就属于枪支

案/例

新旧新旧
标准标准
有何有何
不同不同

打眼睛
对眼睛近距离射击
找出可致伤残数值

““11..88
焦耳焦耳””
从何从何
而来而来

专家专家
观点观点

新/闻/链/接

河南新县法院
拍卖25支模型枪引争议

还记得耍宝的《老夫子》吗？借由
老夫子、大番薯和秦先生这三位经典
人物，描述市井小民的生活百态。老夫
子头发稀疏，有八字胡，身型略瘦，言
谈幽默，鬼马多计，是三人中的智囊。
大番薯为人单纯，外形使然，走起路来
不免显得有几分笨拙。秦先生，则是众
人心中的好好先生。（上图）

《老夫子》漫画作家王家禧于美国
时间 2017 年 1 月 1 日凌晨 5 时 57 分，
因年老器官衰竭在美国安详离世，享
年93岁。而当天，恰逢《老夫子》漫画
迎来 300 期。王家禧曾说：“我的一生
就像漫画，我尽可能地让《老夫子》，也
就是让自己耍宝去逗乐读者”。

从 50 后、60 后、70 后、80 后到 90
后，《老夫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有
95后“老迷”称，《老夫子》满足了他整
个童年的欢乐。

王家禧1925年生于天津，1956年
移居香港，曾在法属天主教会负责绘
圣经。工作之余，他以“萌芽”和其他笔
名在报章杂志发表漫画作品，1962年
以长子之名“王泽”为笔名创作的《老
夫子》漫画，因漫画人物个性鲜明、幽
默逗趣、文字简洁，一推出即深受读者
喜爱。

老夫子哈媒体董事长兼总编辑邱
秀堂说，王家禧继承父亲允文允武喜
爱绘画、母亲个性幽默的优点而走上
漫画这条路。《老夫子》漫画就是王家
禧的一生。取之不尽的素材，都曾是他
自己的写照。 （南方都市报）

翻进幼儿园砍伤11名幼儿
广西一男子被警方控制

广西凭祥一男子翻墙进幼儿园，
砍伤11名幼儿，已被警方控制。4日下
午3点30分左右，该男子翻越围墙进
入一家名为小聪仔的幼儿园，在现场
砍伤11名幼儿。

目前，受伤幼儿已被送往医院救
治，暂无生命危险。嫌疑人覃某某已被
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央视新闻）

《老夫子》漫画
原作者去世

摆摊射气球 获刑三年半

对于涉枪案件引发的各种争论，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一直在关注。

杨建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就目前看来，公安部
颁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
是关于枪支鉴定标准问题最权威的一个标准。赵春
华案引发了人们对于枪支鉴定标准是否过低的很多
质疑。这个时候，相关部门应该出来解释标准的科学
性，尽到说明理由的责任。毕竟制定一个规则，如果
要让大家普遍遵循，就要让大家广泛知晓。在涉枪案
件上，很多人都踩到了线，说明广泛宣传上不够。

权威文件 不能直接就推翻

“但是公安部的这个规定能否成为法院判案
的依据，又是另一个概念。”杨建顺表示，公安部颁
布的这个规定，目前是具有最高权威性的文件，具
有很强的准据效力。虽然这个规定不是法律，但却
是依据法律制定的准则，毕竟法律将枪支鉴定的
职权交给了公安机关。而工作规定是对法律授权
的一种落实，应该是法院定罪量刑重要基准。因
此，法院对案件审理的时候，公安机关的规范会成
为一个重要的准据。而在标准还没有修改之前，就
要尊重秩序的价值，不能因为情感而去推翻既定
的规则。刑法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
私藏枪支、弹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
实赵春华案件，法院也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判案的，
本身是合法的。

但杨建顺同时表示，现在有关枪支鉴定标准的
探讨，包括其他国家实施的相对宽松的标准，都只
能作为这个标准下一步在科学基础上修改的参考，
但讨论本身并不能影响既有的、正在实施的标准。
否则，法律的权威性无从谈起，法律体系会出现可
能的不平等。

宽松的标准，这个案件当中这么做了，其他案
件呢，既有的案件呢？“恶法亦法，是现实有效的法
律规范。我们认为是恶法，但不能直接就推翻，而
应通过法律途径推进修改完善，让相应的标准更
科学。”

直接入刑 属于一种监管缺位

杨建顺提出，标准下一步如何修改，其实应该
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从社会治安的角度，不管是橡
皮子弹还是塑料子弹，一旦装进枪里，就存在威慑
力，影响到社会安全。当然，如果一个规则制定之
后，社会上很多人容易陷入到触犯法律的状况，这
样的规则也就可能存在问题。修改标准，需要大量
事实认证，如果证明1.8焦耳/平方厘米的仿真枪，
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那么修改时适当地提
高一下标准也是可以的。但这个修改应该在充分
讨论、广泛参与以及专家论证后才谨慎做出，也应
该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在保证社会治安，又能满足
普通人的正常需求上找到均衡点，让枪支管理更
加科学。

赵春华曾经告诉她的律师徐昕，自己摆摊时如
果有关部门告诉她是违法的，哪怕进行了行政处
罚，她可能也不会再摆了。对此，杨建顺也提到，在
赵春华这个案件上，相关部门应当尽到告知和监管
义务。比如，摆摊需要许可，从事和枪支有关的经营
活动更需要在相关部门监管下。但赵春华经营了两
个月并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却直接入
刑，这属于一种监管缺位。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赵春华案引发对枪支鉴定标准的激烈讨论
■标准制定参与者称“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定”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称将继续呼吁修改标准

≥1.8焦耳/平方厘米
这个标准，科不科学？

摆气球射击摊的大妈赵春
华，因为六只被鉴定为超过1.8焦
耳/平方厘米的压缩气体为动力
的枪支，被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

赵春华看似让人错愕的遭
遇，掀起了法律界到普通人一股
持续的激烈争论，而讨论的核心
最终指向公安部 2008 年和 2010
年制定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
学鉴定判据》以及《公安机关涉案
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里
有关如何认定枪支的规定。

“这个标准是否需要修改，需
要一个科学以及充分的讨论，需
要平衡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是否容
易让普通人触犯法律边界两方面
的问题，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但权
威的标准修改之前，法院判案还
是需要以既定的规范来，不能随
便突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杨建顺呼吁，赵春华案引发的
枪支鉴定标准的讨论需要回归理
性，不能因为个案而让整个法律
体系出现不平等的可能。

鉴枪

若讨论影响了标准实施
法律权威性将无从谈起

改？

在涉枪案件上，很多人
都踩到了线，说明广泛
宣传上不够。

但是公安部的这个规定
能否成为法院判案的依
据，又是另一个概念。

其实赵春华案件，法院
也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判
案的，本身是合法的。

不能直接就推翻，而应
通过法律途径推进修改
完善，让相应的标准更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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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作家王家禧

曾和赵春华一块摆摊的其它射击摊，使用同类枪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