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掃黑除惡首輪督導啟動
正省部級領導任組長

江蘇警方：單車男屬正當防衛殺人
通報「昆山反殺寶馬男」案 官媒稱合法權利得到維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昆山市震川路8月27日發生

一宗寶馬私家車司機劉海龍持刀砍人反被殺案昨日有了結果。昆山市公安

局和檢察院昨日下午相繼發佈通報，認定案件中砍擊劉海龍令其死亡的于

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案件符合正當防衛兩要件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成立一般正當防
衛，應當同時符合兩個方面的構成要件：

■侵害方面要件：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
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該案情節：劉海龍先是徒手攻擊，繼而持刀連續
擊打，其行為已經嚴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在
同車人員與于海明爭執基本平息的情況下，劉海
龍醉酒滋事，先是下車對于海明拳打腳踢，後又
返回車內取出砍刀，對于海明連續數次擊打，不
法侵害不斷升級。劉海龍砍刀甩落在地後，又上
前搶刀。劉海龍被致傷後，仍沒有放棄侵害的跡
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處在劉海龍的暴力威
脅之中。

■防衛方面要件：防衛必須針對侵害人本人，而
不能針對第三人，且防衛不能過當。

該案情節：于海明奪刀後，7秒內捅刺、砍中劉
海龍的5刀，與追趕時甩擊、砍擊的兩刀（未擊
中），儘管時間上有間隔、空間上有距離，但這
是一個連續行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擊，返回
寶馬私家車搜尋劉海龍手機的目的是防止對方糾
集人員報復、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資料來源：新華社、俠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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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中新社報
道，河北科技大
學前晚在其官網
通報對韓春雨團

隊撤稿論文的調查結果。河北科技大學官網
昨日再發消息稱，韓春雨團隊接受國家級實
驗室獨立第三方驗證實驗結果、校學術委員
會調查結論和有關方面的處理意見。
2016年 5月，韓春雨作為通訊作者在國

際期刊《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
technology）雜誌上在線發表研究論文稱，
發現了基因編輯的新方法NgAgo，引起社
會廣泛關注。然而，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對
這個所謂的新方法的質疑，多名中外科學
家聲明無法重複實驗，並呼籲有關方面組
織第三方介入調查。2017年8月3日，韓春
雨團隊主動撤回該論文。

韓春雨承認研究欠嚴謹
通報稱，針對此事件，河北科技大學學術
委員會成立調查組，核查了該論文涉及的全
部原始實驗資料，並委託第三方國家重點實
驗室開展重複驗證實驗，認為撤稿論文已
不再具備重新發表的基礎，未發現韓春雨
團隊有主觀造假情況。
韓春雨表示，在國際前沿的基因編輯技術

研究領域，存在許多不可預知的問題。在經
歷了質疑、撤稿和調查之後，通過校內外同
行專家的指導和進一步的實驗驗證，深刻地
認識到，撤稿論文的實驗設計存在缺陷、研
究過程存在着不嚴謹的問題，論文的發表給
國內外同行學者造成誤導和人力物力的浪
費。論文發表後，面對媒體和同行的質疑，
未能冷靜理性對待，發表了一些不當言論，
給社會公眾帶來不必要的紛擾。

河河北科大公佈調查結果：
韓春韓春雨團隊不存在主觀造假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歐委會
日前宣佈即將終止對華光伏「雙反」措施，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對此表示歡
迎，並指出這是通過磋商成功解決貿易摩擦
的典範，將真正實現雙方產業的互利共贏。
歐委會8月31日宣佈，歐盟對華光伏產品反

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將於9月3日到期後終止。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歡迎歐盟終

止對華光伏「雙反」措施。中歐光伏貿易爭
端逐步得到解決，是在雙方高層關注下，政
府和業界共同努力的結果，是通過磋商成功
解決貿易摩擦的典範。歐盟終止對華光伏
「雙反」措施，將使中歐光伏貿易恢復到正

常市場狀態，為雙方業界合作提供更加穩定
和可預期的商業環境，真正實現雙方產業的
互利共贏。
發言人說，光伏產品是重要的清潔能源產

品，其被日益廣泛的應用有利於各國有效應
對氣候變化，對各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實
現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氣候行動和清潔能
源轉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日益顯現，中方願
意繼續秉持既有合作精神，與歐盟一道推動
全球溫室氣體低排放、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
發展；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和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制，為全面發展溫室氣體低排放
經濟及其福利作出貢獻。

歐盟終止對華光伏「雙反」
中方：解決貿易摩擦典範

8月27日晚上9時30分許，劉海龍駕
駛寶馬私家車在昆山市震川路西

行至順帆路路口，與同向騎單車的于海明
發生爭執。劉海龍從車中取出一把刀連續
擊打于海明，後被于海明反搶砍刀並捅
刺、砍擊數刀，劉海龍身受重傷，經搶救
無效死亡。
昆山市公安局在通報中表示，劉海龍醉
酒駕駛，強行闖入非機動車道，與正常騎
單車的于海明險些碰擦，發生爭執後，雖
經勸架，但劉海龍仍持續追打于海明，後
返回寶馬私家車取出一把尖角雙面開刃、
全長59厘米砍刀，連續用刀擊打于海明頸
部、腰部、腿部。擊打中砍刀甩脫，于海
明搶到砍刀，並在爭奪中捅刺劉海龍腹
部、臀部，砍擊右胸、左肩、左肘，刺砍
過程持續7秒。劉海龍逃離後，倒在距寶
馬私家車東北側30餘米處的綠化帶內，後
經送醫搶救無效，並於當日死亡。

不讓正當防衛成「一紙空文」
警方通報一經公佈，立即引發強烈反
響，在江蘇網警的微信公號下，網民評論
道「這樣的結論客觀，公正！讓人信服！
從內心感謝負責這宗案件的公安民警！還
社會公平，正義！」「大快人心！不讓正
當防衛成為『一紙空文』！讓法律的公平
正義得以實現！」

檢察機關：于不需負刑責
江蘇檢察機關在線官方微信公號具體解
釋道，劉海龍挑起事端、過錯在先。于海
明正面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現實危險，
其搶刀反擊的行為屬於情急下的正常反

應，符合特殊防衛要求。于海明搶刀後，
連續捅刺、砍擊劉海龍5刀，所有傷情均
在7秒內形成。雖然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死
亡，但依法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官方媒體很快對案件作出正面評價。新

華視點評論說，此案公眾關注點，關鍵是
在不法行為面前，合法權利該如何救濟。
事實為依據，法律作準繩。不僅是于海明
的合法權利得到維護，更倡導了法治思
維，提升了社會法治意識。為昆山警方和
檢方點讚！
《人民日報》則在官方微博以「每一次

司法公正都會溫潤人心」為題，稱讚這一
結果是眾望所歸。評論指出，激活正當防
衛制度的適用，就能及時保障當事人的合
法權益，有力震懾犯罪分子。法律不是鐫
刻在大理石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心中，
讓公民沐浴正義之光，讓法治溫潤公民
信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掃
黑除惡專項鬥爭9個督導組自8月27日
至9月1日完成對山西、遼寧、福建、山
東、河南、湖北、廣東、重慶、四川等
九省（市）的進駐工作，標誌着中央掃
黑除惡專項鬥爭第一輪督導工作全面啟
動。根據安排，9個中央督導組組長由
正省部級領導幹部擔任，副組長由全國
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成員單位中
副省部級領導幹部擔任，成員從相關單
位抽調。
中央各督導組在動員會上提出，要堅
持把傾聽群眾呼聲、回應群眾關切作為
督導的重中之重。對督導中群眾舉報的

涉黑涉惡線索，要及時核查反饋，依紀
依法移送有管轄權限的部門和機關；對
重大複雜疑難案件，要及時移交有關單
位和部門重點督辦。
中央督導組對督導中發現的帶有普遍

性問題，要及時向當地省（市）委省
（市）政府有關方面提出有針對性的意
見建議；對督導中發現的黨員幹部及其
他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涉嫌違
紀、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問題線索，要
及時移送紀檢監察機關。要堅持掃黑除
惡與打「傘」反腐兩雙手抓、兩手硬，兩
結合、兩促進，對黑惡勢力的「關係
網」、「保護傘」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將進駐九省工作一個月
督導組將在被督導省（市）工作一個

月。督導進駐期間，各督導組設立專門
舉報電話、郵箱和信箱，受理該地方涉
黑涉惡方面問題的舉報和反映。對於涉
黑涉惡方面的來電、來信舉報，督導組
將認真受理，及時反饋，同時，做好嚴
格保護舉報人工作。
據悉，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督導工

作從今年7月份開始，共組織三輪，每輪
督導10個左右的省區市，到明年底，基
本實現督導全覆蓋，並適時開展「回頭
看」。

過 去 兩 年
多，另一宗引
發全社會關注

的「山東辱母」案，一審法院原
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
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二審
中認定于歡屬防衛過當，構成故
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最高法原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
該案審結後曾發表了一篇長文，
詳細探討了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
的話題。文章指出，中國1979年
刑法即對正當防衛制度作了專條
規定。1997年刑法修訂，對正當
防衛制度作出重大修改，主要是
進一步嚴格了防衛過當的成立條
件，增加了無過當防衛的規定。
沈德詠說，修法的基本目的是

強化正當防衛權，鼓勵民眾實施
正當防衛，勇於同犯罪行為作鬥
爭。然而，從此後若干年的司法
實踐來看，對於正當防衛制度的
適用仍趨保守，不敢或不善於適
用正當防衛制度，將本屬於正當
防衛的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甚

至認定為普通的故意傷害、故意
殺人的現象，仍然客觀存在。

司法適用標準不夠統一
他認為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

一是刑法規定本身較為原則，司
法適用標準不夠統一；二是具體
案件裁判面臨較大壓力，案外因
素往往考量過多。
沈德詠建議，從司法統一的角

度上看，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
釋、發佈指導性案例等多種方式
在最大程度上統一正當防衛制度
的法律適用標準。在制定和完善
相關司法解釋的同時，在統一法
律適用標準的形式上可以有所創
新，比如採取「指導意見＋典型
案例」的形式就比較便捷、實
用。在研究和規範正當防衛制度
法律適用標準時，有一個問題需
要重點加以關注，就是妥善處理
鼓勵正當防衛與防止濫用防衛權
的關係，這是正當防衛司法政策
制定必須妥當把握的一個平衡
點。 資料來源：俠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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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辱母」案
引防衛過當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澎湃新聞及中新社
報道，有內地自媒體8月31日發佈一篇
文章稱，阿里一名員工今年7月因白血病
（血癌）去世，而他此前租住了目前內
地規模最大的租房公司「自如」的房
屋，掀起「甲醛房」爭議。「自如」宣
佈從昨日起下架所有首次出租房源，待
空氣檢測合格後重新上架。
8月31日，有自媒體發佈一篇《阿里

P7員工得白血病身故，生前租了「自如
甲醛房」》文章稱，阿里一名員工今年7
月因白血病去世，而他此前租住了位於
浙江杭州濱江區的一間「自如」的房
屋。文章稱，今年入住「自如」房屋

後，到了7月，他和妻子說，很不舒服。
隨後回京，在301醫院等醫院檢查，發現
血小板減少；隨後，在首都醫科大學附
屬北京朝陽醫院，確診為急性髓系白血
病；7月13日，病情惡化，去世。文章
稱，他病逝後，妻子來到杭州，對那套
「自如」房子進行了檢測結果顯示：甲
醛超標。
昨日上午10時17分，「自如」官方微
博@「自如」客發佈杭州租客事件說明。
隨後，「自如」董事長左暉在朋友圈回
應稱，「所有的批評我們都會收下，所
有的責任我們都會承擔。」工商資料顯
示，左暉擁有「自如」94.6%的股權，為

「自如」絕對控股股東。
目前，「自如」佈局的九個城市為北
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廣州、
成都、天津、武漢。

家屬擬起訴 阿里將跟進
昨日，阿里巴巴表示，「我們從家屬

處得知，員工病故前租住的『自如公
寓』甲醛超標，目前家屬計劃起訴『自
如』，我們也會保持關注。員工突發疾
病不幸病故後，公司一直有專人跟進和
支持家屬，公司為員工統一購買的商業
保險正在理賠中，員工所在團隊也組織
了捐款。」

阿里員工血癌猝逝 曾租「自如『甲醛房』」 ■■韓春雨就撤稿論文在韓春雨就撤稿論文在
研究過程中存在缺陷表研究過程中存在缺陷表
示歉意示歉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江蘇昆山市震川路江蘇昆山市震川路88月月2727日發生日發生
寶馬私家車司機持刀砍人反被殺一寶馬私家車司機持刀砍人反被殺一
幕幕。。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寶馬私家車與單車發生碰撞。
網上圖片

■網傳于海明側面照，臉上有明顯傷痕。
網上圖片

■反被砍殺身亡的寶馬車司機劉海龍。
網上圖片

■■現場留下兇器現場留下兇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