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世鋒顛覆罪囚七年
以律師事務所為平台 密謀對抗國家政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月4日12時許，天津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周世鋒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當

庭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人周世鋒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

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周世鋒當庭表示，判

決體現了法律的公正性，服從判決，認罪悔罪，不上訴。

周世鋒在陳述中承認自己為了律師事務所和私利，造成社

會不穩定，對社會帶來了隱患，表示深深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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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周世鋒，男，1964年11月出
生，河南省安陽縣人，北京鋒銳律

師事務所主任。

非法聚集滋事 危害社會穩定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周世鋒長期受反華
勢力滲透影響，逐漸形成了推翻國家現行
政治制度的思想。2011年以來，周世鋒作
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以該所為平
台，糾集少數「死磕」律師和一些沒有律
師執業資格的人員，專門選擇熱點案件、
事件進行炒作，多次在網上網下發表顛覆
國家政權的言論，組織、指使該所行政人
員吳淦、劉某新等，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
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制度、利用輿論
挑起不明真相的人仇視政府等方式，實施
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
活動。期間，周世鋒與胡石根、李和平、
翟岩民等人密謀策劃顛覆國家政權，提出
系統化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方法和步
驟。此後，周世鋒強化了顛覆國家政權的
思想，繼續組織、指使吳淦、劉某新等
人，通過上述方式，進一步實施一系列顛
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
動，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庭傳喚證人黃某
群等出庭作證。公訴人依法訊問了被告
人，詢問了證人，宣讀了證人證言，出
示了書證、電子數據，播放了視聽資
料。公訴人、辯護人對證據進行了質
證。被告人及辯護人對公訴人出示的證
據均無異議。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
方圍繞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根源是否受反
華勢力影響，被告人屬於策劃顛覆國家
政權活動的組織者還是一般參加者，是
否有坦白情節和悔罪表現等，充分發表
了各自的意見。
周世鋒在最後陳述中說，法庭的判決
將是公正的，我認罪服法。我為了律師
事務所和自己的私利，造成社會不穩
定，對社會帶來了隱患，通過今天的庭

審，我深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
自己的行為給黨和政府帶來的危害，表
示深深懺悔。

炒作熱點案件 抹黑司法機關
法庭審理查明，周世鋒在律師執業過

程中，因對國家政治制度和司法體制不
滿，逐漸產生對抗、顛覆國家政權的思
想。2011年以來，周世鋒多次在網上網
下發表言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一
國兩制」基本國策，煽動對抗國家政
權；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網
羅並指使一些具有顛覆國家政權思想的
律師、律師事務所行政人員，通過代理
案件，炒作熱點案事件，抹黑司法機
關，攻擊國家司法體制，煽動仇視國家
政權；勾結非法宗教活動成員、職業訪
民、少數律師和其他人員，共同策劃顛
覆國家政權，提出顛覆國家政權的策
略、方法、步驟，實施了一系列顛覆國
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
動，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法庭認為，公訴機關指控周世鋒犯顛

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
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根據周世鋒犯罪
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
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決。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法學學者、職業律師、各界
群眾代表以及境內外媒體記者40多人旁
聽了庭審。整個庭審過程中法庭莊嚴肅
靜，秩序井然。
據介紹，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偵查終

結，以被告人周世鋒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於2016年6月2日向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
二分院移送審查起訴。經依法指定管轄，
檢察機關於6月3日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
辯護人，依法訊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辯護
人的意見，審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因案情
重大、複雜，延長審查起訴期限十五日。
案件處理過程中，司法機關充分保障了周
世鋒及其辯護人的各項訴訟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因犯顛覆國家政
權罪，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
世鋒4日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七年。新華社昨日就此發表評論，
指出本應帶頭遵守法律、盡職盡責
維護法律公平正義的律師，卻站到
法律和人民的對立面，受到法律嚴
懲，這無疑在告誡廣大法律工作者
須嚴守底線，依法履職。

破壞法治 必將嚴懲
評論說，諸多證據顯示，周世鋒
身為律師事務所主任，功夫卻不在
法庭內和法律上，而是在法庭乃至
法律之外費盡心機。無論是在代理
案件和所謂「調查真相」過程中歪
曲事實、干擾司法，還是在熱點案
事件中與非法宗教活動人員、職業
訪民等群體代表相互勾連、惡意炒
作，周世鋒的行為不僅將當事人的
權益和公平正義拋之腦後，更踐踏
了法律，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
全。
評論指出，熟悉法律的人挑戰法

律，破壞力更大，給國家、社會和
法治帶來的危害也更大。律師等法
律工作者不僅是當事人合法權益的
維護者，更應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動者。
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線和紅
線，更不能利用自己的職業、身份
以身試法。

法槌落定，警鐘長鳴。不得攻擊司法制
度、危害國家安全，不得擾亂法庭秩序、
破壞社會穩定，不得教唆當事人偽造證
據、干擾司法活動，這是律師等法律工作
者應該嚴守的三條底線。踩踏底線、破壞
法治，搞亂國家、擾亂社會，得到的也必
將是法律的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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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控犯罪事實
◆2014年12月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代理一起民事申訴案件。周世鋒指

使吳淦和該所律師謝某東（另案處理）前往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炒
作該案。吳淦、謝某東通過在州人民政府、州人民檢察院、中級人民
法院等地張貼攻擊性大字報，駕駛貼滿相同內容大字報的車輛在法院
內外滋事等方式，攻擊司法機關，抹黑司法制度，並通過網絡惡意炒
作。

◆2015年2月周世鋒在北京市「七味燒」餐廳參加由胡石根、李和平、
翟岩民等15人參與的聚會，圍繞「律師如何介入勞工運動」和「律師
如何介入敏感案事件」等議題進行商議。周世鋒對胡石根等與會人員
的言論積極響應。

◆2015年3月河北省保定市滿城縣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北京鋒銳律師
事務所代理的一起敲詐勒索案。案件審理期間，周世鋒數次前往當
地，授意該所律師拍攝照片，醜化檢察官、法官形象，編造謠言，指
使吳淦等人在網絡上惡意炒作。

◆2015年5月黑龍江省慶安縣火車站候車室一襲警人員被執勤民警當場
擊斃。事件發生後，周世鋒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名義在網絡上發
表聲明，慫恿吳淦發表大量博文，歪曲事實真相，煽動與國家政權機
關對立。

◆2015年5月吳淦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前給法院院長擺設靈堂，嚴
重擾亂了法院的工作秩序，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周世鋒以北京
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名義，通過境外媒體聲援吳淦，並肆意污衊、誹
謗、詆毀國家政治制度，在境外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

資料來源：新華社

南方日報：供給側改革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問題倒逼。《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處於轉型期
的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大勢沒有
變，但要再次實現「驚人一躍」，就必須
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
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無論是處置「殭屍
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
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
險，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深化改革。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強調：「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
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
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
文章說，全面深化改革，是推進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根本動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
構調整，必須堅定改革信心，抓住時間窗
口。就拿「殭屍企業」來說，是等着這類企
業把行業中的優質企業拖垮，最後一起死，
還是快刀斬亂麻，處置這類企業從而騰出必

要的市場資源和空間？顯然，必須盡快處置
「殭屍企業」，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
整體提升。同時，我們還要清醒認識到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窗口期。
文章進一步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

面深化改革本質相通，核心都是體制機制創
新，最終目標都是形成經濟增長新機制。用
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必須提高改革效
應，放大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現階段推出的短期調控手段，也要注意同
改革目標一致起來，推動形成完善的體制機
制。要抓緊抓好改革督察工作，既要督方案
落實，也要督責任落實。」這就要求我們必
須做好「加減乘除」，着力在「優化存量、
引導增量、主動減量」上下功夫，注重改革
目標的一致性。從長期看，「三去一降一
補」各項任務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但從
短期看，不同任務之間又具有「對沖」作
用。因此，五大重點任務必須全面推進，必
須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不能顧此失彼、相
互抵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網上有消息稱，
此前在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被老虎咬傷的女子已身
亡，引發網友關注熱議。記者昨日從延慶區相關部門了
解到，此消息不實，目前傷者仍在醫院救治，而動物園
仍在停業整頓中。
記者注意到，近日網上論壇有人發帖稱，八達嶺野生

動物園被老虎咬傷女子「死於傷口感染肺部繼發敗血
症」。此消息出現後被大量轉發。

各項體徵恢復良好
延慶區園林綠化局新聞發言人王淑琴昨日證實，被老

虎咬傷女子目前各項體徵恢復良好，仍在醫院接受治
療，「身亡」消息是謠言。「醫院方面希望能夠給患者

安靜的恢復空間，讓其正常養傷。」
此外，網上還有消息稱「咬人的老虎已被處死」。也

有人發帖稱「八達嶺野生動物園恢復營業」。對此，王
淑琴表示，目前動物園仍處於停業整頓中，配合調查，
確保旅遊安全，至於何時恢復營業還未確定。而所有老
虎也都被關入虎舍，便於調查組進入開展調查，不存在
老虎「被處死」或「再闖禍」的情況，希望市民不要輕
信謠言。
7月23日下午3時左右，在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

的東北虎園內發生一起老虎傷人事故。初步調查顯
示，在自駕車過程中，由於一名女遊客私自下車突遭
老虎攻擊，最終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引發社會關
注。

京被虎咬傷女子身亡係謠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最高檢昨日消
息，日前，最高人民檢
察院經審查決定，依法
對山東省濟南市委原副
書記、市長楊魯豫以涉
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採
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
工作正在進行中。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經查，楊魯豫
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中央八項
規定精神，違規接受宴請；違反組織紀律，不
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在幹部選拔任用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
物；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金，搞權色、錢色
交易；違反生活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
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濟南原市長楊魯豫被立案偵查

■楊魯豫 資料圖片

國務院上半年取消108項資格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網站昨日發佈消息稱，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共取消文物進出
境責任鑒定員，旅店、浴池服務員，廢舊物資回收利用人員等
108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加上之前取消的4批，過去兩
年，國務院共分6批取消319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至
此，各部門設置的職業資格總量比本屆政府就職初期已減少50%
以上。人社部表示，今後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准入類職業資格一
律不得新設。

門檻降低 利於就業
記者發現，在已經公佈的取消職業認證資格中，准入類較少，

大部分為水平評價類。有業內人士表示，除了准入類，很多職
業，並不是說考取資格認證後才可以從事該行業，其實相關職業
資格認證，只是能力的一種體現，可能對找工作或者晉升有所幫
助。取消資格認證的調整是國家基於市場需求與行業發展所推出
的舉措。取消部分職業資格認證後，就業的門檻可以降低，這有
利於就業。
另外，在未取消的職業資格中，國家司法考試、註冊會計師、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中國精算師、一級建造師、執業醫師、執
業藥師、教師資格、全國翻譯專業資格、人力資源管理師、心理
諮詢師、銀行業執業資格、證券從業資格等資格考試被稱為最
「值錢」的資格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深圳市紀委官
方微信公眾號「廉潔深圳」昨日正式開通。反
「四風」隨手拍是「廉潔深圳」的另一特色。市
民遇到「四風」方面的問題，用手機拍下來，進
入「廉潔深圳」就可以進行一站式舉報。
作為訂閱號，「廉潔深圳」除了每個工作日

推送新聞外，還有新聞聚焦、紀律教育、我要
舉報3個功能，下設紀律審查、監督曝光、改
革創新、廉通港澳、紀律君問答、廉議匯、廉
政測試、信訪舉報和反四風隨手拍9個欄目。
深圳市紀委有關負責人介紹，這些功能和欄

目，是在對內地23個副省級城市以上紀委微信
公眾號進行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確定的，既反
映紀檢工作的特點，又突出了深圳的特色。其
中，「紀律君」問答在全國紀委系統首次採用
了智能機器人的形式，對於常見問題，系統可
以自動回覆，對於複雜問題，工作人員會在徵
求專業部門意見後予以回覆。
開通儀式上，深圳市紀委還分別與深圳報業

集團、深圳廣電集團、騰訊公司簽署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

深圳紀委開通微信公眾號

■■庭審現場庭審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周世鋒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當庭公開宣判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周世鋒顛覆國家政權案一審當庭公開宣判，，
認定被告人周世鋒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認定被告人周世鋒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遭老虎咬傷後，傷者被送往手術室。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