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刘静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国内06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记者：您作为曾经非常活跃的著
名青春文学作家，为什么会想要写一
本纪实性的反腐题材的作品呢？

丁捷：四年前组织上派我到一个
单位担任纪委书记的职位，在工作中
受到的心情冲击比较大，我查办的熟
人事件就有好几起。作为一名写作
者，我的内心是很敏感的，我能够体
会到一个人从制高点坠落的心理落
差。两年前我和领导谈过这个心理感
受，他说，纪委书记和作家其实是相

通的，都是研究人性的工作，你能当
好纪委书记，就应该能够写一本书去
反映我们纪委书记的心路历程。所
以，我初步的设想是要写一本名为

《纪委书记》的小说，来反映纪委书记
在办案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记者：最近，《追问》这本书的部
分内容曝光后，人们猜测其中一位
拥有明星情人的正部级金融高官的
真实身份，认为他是某位落马官员。
这种情况你此前是否预料到？

丁捷：只要写到谁涉及生活作
风问题，别人难免会去猜测。我预料
到有可能会去对号（入座）。但这不
失为一种警示。

这本书是一个全面的反映，书
中选择了七八个典型案例，目的就
是为了尽量覆盖所有典型的违法乱
纪行为。我保证书里的事都是真实
的，都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但不
是一一对应。这是为了规避对号入
座。 （法制晚报、新京报）

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台湾居民李明哲被调查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9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台湾居民李明
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
受有关部门调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有记者问：台湾居民李明哲日前
自澳门入境广东后失踪，请问发言人
是否了解有关情况？马晓光在答问中
作上述表示。

在回答相关提问时，马晓光表示，
来大陆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的合
法权益都是有保障的。我们依法治国，
不会对台湾同胞随意地采取人身限制
措施，请台湾同胞放心，他们来大陆基
本权益是有充分保障的。李明哲因为
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对他的
调查依司法程序在处理。 据新华社

天津原公安局长武长顺受审
被指控非法占有公款3.42亿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9
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天津市政协原
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贪污、
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
徇私枉法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武长顺及其
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武长顺利用担任天津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
局长、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
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非法占
有公款共计人民币3.42亿余元；为他
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先后
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8440万余元；挪用公款人民币1.01亿
余元供相关单位进行营利活动，从中
谋取个人利益。武长顺为使其个人实
际经营的多家公司获取不正当利益，
直接或指使上述公司给予天津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等单位多名国家工作人员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57万元。武长
顺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期间，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徇私枉
法，接受他人请托，向下属打招呼包庇
犯罪嫌疑人，致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武长顺的行为应以贪污罪、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
权罪和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武长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武长顺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山东高院通报于欢案二审：
合议庭已通知双方查阅案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9 日向记
者通报，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合议庭已
于3月28日通知于欢的辩护人，被害
人杜志浩的近亲属、被害人郭彦刚的
诉讼代理人到山东高院查阅案卷。

26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
报，24日已经受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
的二审，并已经组成合议庭，将依照法
定程序公正、公开予以审理。

2016年4月14日，杜志浩等10余
人到位于山东冠县的山东源大工贸有
限公司催要高利贷，并对企业法人苏
银霞及其子于欢有侮辱谩骂言行。民
警出警后，于欢欲离开被阻止，与讨债
人发生冲突，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等
4 人捅伤，杜志浩于次日凌晨死亡。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
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据新华社

山东男子身陷一起5年尚未完结的“枪案”
枪弹检验鉴定又成焦点

算不算枪 还得等等

“他被抓的时候，儿子才4岁，现
在10岁了，马上过生日，五年多没见
到爸爸了。就因为几百块钱的破玩具
枪，生活一下子跌到低谷。”周涛的妻
子王利美称自己不敢回头想，这几年
就是煎熬，度日如年。

“从他出事到现在我睡眠就一直不
好，晚上失眠多梦，人也老了很多。”

“特别是前两年，几乎天天哭，在
店里上班一个人在车上能哭大半天，
晚上回家开车也哭，回到家为了不让

孩子看出来还得强忍着。刚开始那几
年，孩子经常哭着说想爸爸，我心里
死的心都有了。现在还好，时间长孩
子习惯了偶尔说起爸爸也不哭了，生
活好过一些了。”

王利美曾梦到丈夫好几次，“在梦
里，我都不敢让他看孩子，因为过几天
又要回去，孩子又要受到伤害，还不如
不见，等彻底回来了再好好团聚。”

周涛出事的第三年，他的父亲去
世了。

“走的时候69（岁），最后也没见到
老公一面。现在我还没敢跟老公说，怕
他接受不了，等他回来慢慢跟他说。”

王利美说，丈夫是小儿子，上边
有一个哥哥。对于老人走时没见到丈
夫最后一面，她感到非常难受。

“这都快六年了，也不知道怎么
回事。年前就上诉了，现在刚到中
院。”王利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
尚未得到何时开庭的消息。

红星新闻特约记者 陈栥

？
““还有还有1010多天就是儿子的多天就是儿子的1010岁生日了岁生日了，，我知道老公没法回来给儿子庆祝我知道老公没法回来给儿子庆祝。”。”王利美对红星新闻记者说王利美对红星新闻记者说。。
20112011年年1111月月，，王利美的丈夫王利美的丈夫———在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开着一家户外用品商店的周涛被警方抓走—在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开着一家户外用品商店的周涛被警方抓走，，迄今已五年多迄今已五年多，，仍在济南仍在济南

市看守所市看守所，，等待判决等待判决。。
周涛是周涛是1515名涉枪犯罪嫌疑人之一名涉枪犯罪嫌疑人之一，，他被控非法买卖他被控非法买卖1818支产自中国台湾的玩具枪支产自中国台湾的玩具枪。。案件经历了两次一审案件经历了两次一审，，正在等待第二次二审正在等待第二次二审。。

涉枪网络覆灭
6省份抓捕21人

2011年10月到2012年4月24日，
半年多的时间，济南市中区警方办理
了一起“枪”案，累计在全国6个省份
抓捕了21人。

这起“枪”案的脉络是：中国台湾
人黄启明通过推销，向王守立、崔丽
鹏、周涛、张建林等售出了32支“以压
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这些店主再

通过实体店或网络向多地的顾客销
售了这些“枪支”；而孙丰亮也向王守
立卖出了10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
枪支”，还有34支尚未销售出去的存
货。

2012 年 10 月 18 日，济南市市中
区检察院向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提起
公诉，指控黄启明、王兰兰、郝海亮、

崔丽鹏、李丽媛、周涛、孙志会、宋金
喆、齐化刚、肖军、柏雪峰、卢军、朱
敏、陈成、梁在金15名被告人犯非法
买卖枪支罪，指控孙丰亮、张建林、王
守立、刘瀛、杨小伟5名被告人犯非法
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指控
李卫国 1 名被告人犯非法持有枪支
罪。

但黄启明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并
不认可自己构成犯罪。

黄启明向法庭提出，自己销售的
玩具仿真枪系中国台湾华山公司出产，
且在出厂前经过当地检验的，是合格产
品，威力都很小，不是真枪。根据我国台
湾地区相关规定，枪口比动能超过2焦
耳/平方厘米是不能出厂销售的。

根据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枪弹
检验报告，各被告人非法买卖或非法

持有的枪支均具有致伤力，“均为以
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塑料弹或金属
弹丸，枪口比动能大于或等于 1.8 焦
耳/平方厘米，属于枪支”。

红星新闻记者从一名被告人家属
处了解到，警方鉴定报告共对24支玩
具枪枪口比动能进行了鉴定，鉴定得出
的枪口比动能为1.6到4焦耳/平方厘
米不等。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没有采纳这些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2014年2月7日，济南市市中区法

院对前述21名被告人均作出有罪判
决，刑期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十五
年不等，其中10人刑期在十年以上。

“这案子一审，没有证据（‘枪支’
实物）的都按黄启明记账的小本子判
刑了，我老公有 18 支鉴定出来（是

‘枪’），一审判了十年七个月。”周涛
的妻子王利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周涛的《刑
事上诉状》认为，判决采纳的枪弹检
验鉴定意见不合法。外挂气瓶本身
气压的压缩比不同，会导致射击的
速度和枪口比动能的数值大小不
同，气瓶内的气压越大，那么发射时
的枪口比动能就越大。鉴定报告未
列出和说明在检验鉴定中使用的是
检测仿真枪配套外挂气瓶，还是其
它外挂气瓶进行的射击检测，因此
该鉴定报告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
合法性都存在重大疑点，不能作为

有效证据使用。
他还认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我国《枪支管理法》明确规定了
枪支的性能特征，为足以致人伤亡或
者丧失知觉。而按照现在的科学验
证，可以穿透人体皮肤的枪口比动能
临界值为10~16焦耳/平方厘米，如果
人体皮肤都不能穿透、连轻伤都不能
造成的枪支又如何致人伤亡或者丧
失知觉呢？”

周涛称，公安部对枪支扩大解释
所制定的部门规范 1.8 焦耳/平方厘

米构成枪支既不科学，也违反《枪支
管理法》规定，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与周涛同样提出上诉的，还有其
他8名被告人。

3月27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了
周涛的一份有关案情说明，称公安机
关在2011年仅鉴定了他和王守立、孙
丰亮三人的仿真枪，其他被告人的仿
真枪并未逐一鉴定，仅是依据三人的
型号标准来决定的，很大一部分还仅
是发货单，没有实物。一些被告人要
求重新鉴定，未得到答复。

一网打尽一网打尽
贩枪

宣判后，黄启明、孙丰亮、周涛等
17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其中，王兰
兰在上诉期满后又撤回了上诉。

2015年1月30日，济南市中级法
院发出了一份终审裁定，以原审判决
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
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市中区法院重审。

而在 2014 年，被告人卢军、齐化
刚、梁在金、王兰兰、李卫国等就已经

刑满释放或取保候审。
2015年6月15日，济南市市中区

法院再次对此案立案。3天后，公诉机
关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被告人王
兰兰、肖军、朱敏、陈成、梁在金、柏雪
峰6人撤回起诉。

同年7月24日，公诉机关以案件
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符为由，
变更了对黄启明等余下15人的起诉

事实和罪名。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另行
组成了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

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以需
要补充侦查为由，分别于2015年10月24
日、2016年2月24日建议该案延期审理。

2015 年 11 月 24 日、2016 年 3 月
24日，法院先后两次恢复对案件的审
理。因“案情复杂”，此案还经济南中
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三个月。

2016 年 12 月 15 日，济南市市中
区法院第二次对15名被告人以非法
买卖或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
军用枪支”作出了判决：

其 中 ，黄 启 明 、孙 丰 亮 、王 守
立 、周 涛 、齐 化 刚 、卢 军 6 人 的 刑
期不变，其他人刑期都有减少，例
如 ，郝 海 亮 由 有 期 徒 刑 7 年 减 少

为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
在 判 决 书 的 说 理 部 分 ，法 院

称 ，起 诉 指 控 被 告 人 周 涛 非 法 买
卖 的 18 支 枪 支 ，经 过 司 法 鉴 定 ，
均 符 合 枪 支 的 认 定 条 件 ，依 法 应
当 认 定 为 枪 支 ，其 辩 护 人 以 被 告
人不知枪支的认定标准为由而推
定其不具有非法买卖枪支的主观

故意，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对周涛
辩解意见和其辩护人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

接到这份第二次一审判决书
时，周涛已在济南市看守所里被羁
押了 5 年多。尽管看守所里的日子
非常难熬，但是他还是选择再次上
诉。

涉案者之妻：
就因为几百块钱的破“玩具枪”
生活一下子跌到低谷

“1.8焦耳/平方厘米”
有10人被判十年以上

争议再现争议再现
标准

因“证据不足”
6人被撤回起诉

数次延期数次延期
重审

司法鉴定认定枪支
但多人刑期被减少

刑期有变刑期有变
再判

“皮肤都不能穿透
又如何致人伤亡”

再论鉴定再论鉴定
上诉

追问《追问》：书中的事都是真的吗？
纪实文学《追问》深度记述8名落马官员引关注 反腐作家回应贪官身份猜测

检检
验验

各被告人非法买卖
或非法持有的枪支均具
有致伤力，“均为以压缩
气体为动力，发射塑料弹
或金属弹丸，枪口比动能
大于或等于1.8焦耳/平
方厘米，属于枪支”。

判判
决决

法院称，其辩护人
以被告人不知枪支的认
定标准为由而推定其不
具有非法买卖枪支的主
观故意，明显缺乏法律
依据，对周涛辩解意见
和其辩护人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

上上
诉诉
“我国《枪支管理法》
明确规定了枪支的性能
特征，为足以致人伤亡
或者丧失知觉。”

“部门规范 1.8 焦
耳/平方厘米构成枪支
既不科学，也违反《枪支
管理法》规定，不应作为
定案依据。”

“仿真枪并未逐一
鉴定，仅是依据三人的
型号标准来决定的，很
大一部分还仅是发货
单，没有实物。”

“我虽然是一位作家，但是我的说话水平远远比不上我采访
的那些落马官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丁捷如是说。

近日，一本口述体反腐纪实文学《追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
注，作者丁捷是中国作协会员，曾经被称为“青春大写手”、“灵魂
作家”。他的另外一重身份是江苏省属某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中纪委和江苏省纪委提供的633
个案例中，选出28个违纪违法典型，与其中13人面对面长时间
交谈，最后又从中选择8名典型人物，进行深度记述。书中涉及多
名中管和省管高级领导干部，丁捷直言在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
面访谈、着手创作中，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

对于最近网上对书中一位正部级高官真实身份的猜测，他指
出，选材上，自己只对应事，不对应人，杜绝对号入座的八卦。

对
话
对
话

担任纪委书记期间 查办几起熟人事件

周涛、王利美一家，受访者供图
图据红星新闻

警方进行仿真枪测试
资料图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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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居民楼爆炸
警方认定为重大刑事案件

记者 29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土默特右旗公安局了解到，警方最
新调查认定，北只图村居民楼爆炸事
故，为非法存储硝胺类爆炸物自燃引
起的重大刑事案件。

土默特右旗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认定，此次爆炸
是因非法存储硝胺类爆炸物自燃引起
的重大刑事案件。目前，该案主要犯罪
嫌疑人已全部抓获，公安机关已刑事
拘留涉案人员16名。

3月25日13时55分许，内蒙古包
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北只图村向阳
小区5号居民楼2单元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5人死亡，25人受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