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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逍遙獄外 廿年後成黑老大
全國掃黑辦督辦「孫小果案」：深挖徹查辦成鐵案

「孫小果案」始末
入伍：就讀武警學校

1992年12月 孫小果入伍，後
進入武警某學校學習；

輪姦、故意傷害：獲刑3
年脫獄，屢犯惡行獲判死
刑

1994年10月 孫小果因輪姦案
入獄3年，7個月後「在監外執
行」；

1998 年 2 月 孫小果因強姦
罪、強制侮辱婦女罪、故意傷
害罪等獲死刑；

減刑：捏造「井蓋專利」

2008年10月 孫小果曾為「聯
動鎖緊式防盜窨井蓋」技術申
請國家專利；

出獄：化名「李林宸」

2010年 孫小果以「李林宸」
之名在獄外活動；

經商：註冊多家公司

2011 年起 孫小果以「李林
宸」和本名（2013年起）先後
註冊多家公司；

受查：中央進駐嚴打

2019年4月24日 中央督導組
進駐雲南期間，昆明市加大工
作力度，打掉了孫小果、涂力
軍等一批有影響的涉黑涉惡犯
罪團夥，查處了一批涉黑涉惡
腐敗和「保護傘」案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媒體報道指， 4月1日至30日，中央掃
黑除惡第20督導組對雲南省掃黑除惡

工作情況進行督導。4月23日，督導組對昆
明市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進行督導，肯定了昆
明市加大工作力度，打掉了孫小果、涂力軍
等一批有影響的涉黑涉惡犯罪團夥，查處了
一批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案件，掃黑
除惡專項鬥爭態勢積極、成效良好。曾兩度
被判刑，並於1998年已被判死刑的孫小
果，時隔21年後再度進入公眾視野，引發
輿論關注。

郊外強姦兩女 僅判囚3年
媒體報道指， 1994年10月16日，孫小
果等兩人夥同４名社會無業青年駕車遊蕩，
強行將兩位女青年拉上車，駛至郊外將其輪
姦。1995年12月20日，昆明市盤龍區法院
判處孫小果有期徒刑3年，刑期為1994年
10月28日至1997年10月28日。

凌虐17歲少女「紙上死刑」
1997年11月7日21時許，孫小果為讓17

歲少女張某某說出其表妹張某萍和男友汪某
慶下落，糾集指使6人將張某某和女性朋友
楊某某帶到某夜總會包房內，實施暴力惡
行。經法醫鑒定，被害人的傷情為重傷。
1998年2月18日，昆明市中級法院作出

一審判決，孫小果犯強姦罪，判處死刑，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強制侮辱婦女罪，判處
有期徒刑15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
徒刑7年；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
年；加原因強姦罪所判餘刑兩年四月又十二
天，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但是此後就一直沒有死刑執行與否
或是減刑的消息見諸報道。

易名開設公司 涵娛樂餐飲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早在此次被定性
為「涉黑涉惡犯罪團夥」之前，昆明坊間就
盛傳孫小果並沒有死，出獄後改名換姓，註

冊了多家公司，以昆明M2酒吧老闆的身份
為圈內人士熟知，人稱「大李總」。
2013年5月7日開業的M2酒吧，隸屬昆

明咪兔娛樂有限公司，該公司成立於2013
年11月5日，註冊資本100萬元（人民幣，
下同），李林宸持股42%；2017年，M2酒
吧遷往他處，更名為銀河俱樂部，隸屬雲南
銀合投資有限公司。工商資料顯示，雲南銀
合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年1月，註冊
資本1,000萬元，其中孫小果持股95%。
《新京報》報道稱，其中的李林宸就是孫小
果。
而李林宸的名字最早出現在昆明商界是
2011年8月，當時昆明福井餐飲服務有限公
司成立，李林宸擔任法人；2012年2月，該
公司名稱變更為昆明飽食傑餐飲有限公司，
李林宸同時成為該公司控股股東。工商資料
顯示，2014年期間，李林宸作為股東，出
資成立過雲南咪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雲南
熙元商貿有限公司等。2017年以後，除雲
南銀合投資有限公司外，孫小果還與生意夥
伴出資註冊多家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24日，中央掃黑

除惡第20督導組向雲南反饋督導情況，並專門聽取「孫小果

案」情況匯報，要求雲南省委組織精幹力量，依法嚴懲、深

挖徹查到位，把該案辦成鐵案，中央督導組將適時組織「回頭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雲南省
委在24日的會議上表示，省市相關部門要密切配
合、深入調查，依法徹查。
對在該案中為孫小果提供保護的國家公職人員，

無論涉及到誰，堅決一查到底、決不姑息，依紀依
規依法嚴肅處理。相關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佈，回
應人民群眾關切。

包括刑庭原副庭長
5月17日，昆明市掃黑辦稱：省市有關部門已對孫

小果所涉犯罪、相關判決及刑罰執行等問題正在開展
調查和審查工作，對存在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
傘」，以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將一查到底、絕不姑
息，依紀依規依法嚴肅處理。
5月16日，昆明市黨風廉政網發佈消息稱，昆明
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原副庭長陳超涉嫌
嚴重違法，目前正在接受昆明市監察委監察調查。
公開簡歷顯示，陳超曾先後在昆明市五華區法院、
昆明市中級法院執行工作局、審判監督庭、刑事審

判第二庭等部門從事司法辦案工作，歷任昆明市中
級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昆明市中級法院刑事審
判第二庭副庭長、審判員等職。
此前的5月14日，雲南省紀委監委通報稱，退休

已6年的雲南省高級法院原副廳級專職審判委員會委
員梁子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
和監察調查。1979年10月至2013年12月，梁子安
曾任雲南省高級法院刑二庭副庭長、審判監督庭庭
長、審判監督第一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正處
級），2009年12月至2013年12月，任副廳級專職
審判委員會委員。
有媒體報道，多位雲南政法界人士認為，梁落馬
或與孫小果案有關。

承辦法官抑鬱墜亡
此外，雲南省第二監獄一名監區長也因孫小果案
被控徇私舞弊、違規減刑。昆明政法界知情人士透
露，涉及孫小果案件的一名承辦法官，退休後已墜
樓身亡，原因與抑鬱症有關。

當地政法系統多人被查
■孫小果現已化名「李林宸」掌股多間娛
樂、餐飲公司。 網上圖片

■因社會影響惡劣，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要求當地加大力度，將「孫小果案」辦成掃黑除惡「鐵
案」。圖為此前「掃黑除惡」活動中抓獲的嫌疑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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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三度下修GDP至2.19％

昔個人逐夢 今助人築夢
台青登陸十年：從打工到開設雙創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行
政管理機構「主計總處」24日發佈最新經濟
預測，將今年經濟增長率下修0.08個百分點
至2.19%，係今年第三度下修。「主計總處」
表示，接下來期盼經濟情勢「穩中求進」。
「主計總處」在2月時曾預測全年經濟增

長率為2.27%，並指出景氣擴張力道趨緩；
不過在各種激勵措施之下，經濟情勢處於
「緩中求穩」的狀態。
「主計總處」提出4項不確定性因素，包
括中美貿易爭端後續發展；歐美央行推動貨
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國際股匯市波動，油價

及其他原物料價格走勢；地緣政治情勢對全
球經濟之影響。
觀察台灣各智庫的經濟展望，據台灣中華
經濟研究院最新預估，今年全年經濟增長率
為2.15%。
台灣經濟研究院則估2.12%，元大寶華綜
合經濟研究院更加悲觀，預測今年經濟增長
率僅2.1%；經濟展望多呈審慎保守，以「保
2」為主要目標。

民進黨上台3
年來，兩岸關
係惡化，赴台
陸客持續大幅
下降，但台當

局對此「避而不談」；反而聲
稱近3年來赴台旅客總量一直
在增長。但島內旅遊界對此官
方統計存疑。相關人士指出：
「台灣現在的觀光業已經到了
剩下『半條命』的狀況。」

苗栗縣觀光協會前理事長
江德利指出，台當局的統計
把大量越南、菲律賓等地到
台灣探親（探視外勞或外
配）者，全部算進去；這些
人士到台灣獲得台灣當局
「人頭補助」，但他們到台
灣不是觀光，只是探親，停
留時間短、消費能力低。

營收普遍下降
江德利表示，東南亞等地旅

客消費力一般僅有大陸旅客的
4分之1左右；即4個菲律賓或
越南等地旅客的消費不及1個
大陸旅客，旅遊業界根本感受
不到效益。但是過去3年，陸
客大幅減少，讓業界包括住
宿、餐飲及零售的經營全面下
降。

江德利估計，與 2015 年相
比，台灣旅遊業現時的營收一
般都下降了約15%至30%，最
嚴重的一些以陸客團為主的業
者營收甚至下降60%到80%。

台灣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
理事長李奇嶽亦指出，面對
2020選舉，預計9月以後，赴
台陸客又會減少。業界現時最
大的期盼就是，未來無論哪個
政黨勝出領導台灣，一定要堅
持兩岸和平的路線，一定要堅
持與大陸發展良好的關係。

■中通社

坐在啟達海峽雙創基地的總經理辦公室
裡，范姜鋒回憶往事，打開了「話匣

子」。
「我大學念的是會計系，畢業後在一家汽

車企業工作。2009年，公司派我到大陸的4S
店負責銷售業務。真是很突然！接到通知前
一天，我還在選購機票準備度假。」他笑着
說，沒想到人生軌跡就這樣發生了改變。3年
「台幹」生涯帶來的不僅是事業和經濟上的
收穫，還有對大陸飛速發展的親身體驗，更
有對巨大商機的心馳神往。
「都說台灣人喜歡『小確幸』的生活，但

我覺得人生應該有詩和遠方。」范姜鋒說，
結束任期返台時，自己的一顆心已變得躁動
不安，儘管公司待遇優厚，還是決定回去大
陸闖一闖。

建創業基地 助台青融入
起初創業並不順利。直到2015年，福建推
出「101台灣青年創業扶持計劃」，為來閩創業
的台灣青年提供免費創業培訓、政策解析、
導師輔導，還給評選出的「創業之星」提供5萬
元人民幣扶持金。范姜鋒立刻報了名。他的
文化公司主打「幫助台灣文創業者對接大陸
市場」的業務概念。由於其概念切中廈台兩

地產業特色，評委一致認可。他的業務榮獲
扶持金，並逐漸在業內打響名氣。
「台灣青年到大陸不管創業還是就業，一定
要仔細研究各地政策以及扶持的產業類別，才
能因地制宜，真正融入當地。」范姜鋒說，越
來越多接觸到同樣懷揣夢想的台青朋友，打造
創業基地的念頭就越來越清晰。2016年9月，
廈門啟達海峽雙創基地成立。基地位於龍山文
創園，3,000多平方米的空間被分隔成幾十間
辦公室和一大片公共洽談區及休息區。

流程標準化 只留實幹者
啟達基地將所有台青可以申請的優惠政策
都做成了標準化流程，並積極為台青提供與
大陸市場的資源對接。基地篩選入駐公司也
非常嚴格，必須有實打實的項目規劃、資本
投入和團隊建設，每3個月清理一次。「讓做
實事的人留下來。」

孵化逾百公司 存活率九成
「正向服務和反向倒逼相結合，能讓創業
者迅速成長。基地累積孵化的100多家公司涉
及設計、農業、貿易等領域，存活率高達九
成。」范姜鋒不無自豪地說。啟達相繼在泉
州、漳州開辦同類基地，上門「求入駐」者

絡繹不絕，范姜鋒身為「操盤手」愈加忙
碌。「雖然每天千頭萬緒，但看到小夥伴們
的成長，我很有成就感。」他說。
這個桃園客家青年冠有罕見的「范姜」姓

氏。家族祖籍廣東汕尾，康熙年間來到台
灣，生息傳承至今。向上追溯，他們是范仲
淹的後人。第一次登上岳陽樓的記憶猶新。
范姜鋒說，當時望着煙波浩渺的洞庭湖，心
中默念《岳陽樓記》，忽然對祖先留下的名
篇有了更通透的理解，「於我而言，踐行憂
樂精神不正是把創業基地好好辦下去嗎？」
2018年，范姜鋒成為福建省首批台籍「青

年五四獎章」獲得者之一。他將榮譽帶來的
名氣和便利轉化為升級「基地服務2.0」的動

力，轟轟烈烈地搞起了網絡媒體推廣、返台
宣講和基於大數據技術的業內媒合服務。
范姜鋒父母都是退休職員，對兒子從事的

新業態難免陌生。去年9月的一次省級表彰活
動，兩位老人受邀出席。「他們才曉得我整天
跑來跑去，接客人談事情，究竟是在做什
麼。」范姜鋒說：「那一晚，他們是唯一站起
來接受全場掌聲的父母。那個場景對我來說
終生難忘！」
從追逐個人事業夢想到為更多創業台青築

起圓夢平台，范姜鋒一步一腳印，走得踏實
從容。「如果有機會對10年前的自己說句
話，我想說——謝謝你，還好你願意改
變。」他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8歲的福建廈門台胞范姜鋒2009年至

今，從打工、到創業、再到開辦雙創（創新創業）基地，幾乎經歷了台灣青

年在大陸能夠遇到的所有事情。回憶這在陸打拚的10年，范姜鋒說自己過

得充實而精彩。

■■台當局今年第三次下調經濟增長率台當局今年第三次下調經濟增長率。。圖為圖為
島內上班族在工作島內上班族在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青范姜鋒登陸後台青范姜鋒登陸後，，從打工從打工、、到創到創
業業、、再到開辦雙創再到開辦雙創（（創新創業創新創業））基基
地地，，用了用了1010年的時間年的時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遊客在太魯閣公園觀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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