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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两女童沉尸枯井案”再审

被告一家三口改判无罪
开庭现场
廖海军拿出
了父母的遗像
8 月 9 日，河北省唐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
告人廖海军故意杀人，廖
友、黄玉秀包庇再审发回
重审一案进行了公开审
理，并当庭宣判廖海军无
罪，廖友、黄玉秀无罪。
19 年前，廖海军被认
为杀害同村两名女童被判
无期徒刑，廖海军的母亲
黄玉秀和父亲廖友则因包
庇罪分别被判刑五年。
2009 年，最高院撤销
了原审判决，2010 年廖海
军走出已经被关了多年的
监狱。直至 2016 年 5 月，
唐山中院对该案开庭重
审。但从那次开庭之后两
年多的时间里，法院一直
未下达判决。

宣判结束后给父母遗像磕头 一家三口将申请国家赔偿

8 月 9 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
告人廖海军故意杀人，廖友、黄玉秀包庇再
审发回重审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
判廖海军无罪，廖友、黄玉秀无罪。
原审审理查明，1999 年 1 月 17 日 12 时
许，廖海军在家中将被害人陆甲 （女，殁年
9 岁） 和被害人陆乙 （女，殁年 9 岁） 杀害，
并在其父廖友、其母黄玉秀协助下将二被害
人尸体抛入新集村村外一废井内。原审判决
廖海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法院解读

政治权利终身；廖友、黄玉秀犯包庇罪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被
告人廖海军犯故意杀人罪，原审被告人廖
友、黄玉秀犯包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遂作出上述
刑事判决。
宣判后，廖海军在律师的陪同下走出法
院后，他拿出了父母的遗像，摆放在地上，
向遗像磕头，告诉父母全家都已经无罪了。

廖海军的再审判决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依据是什么？

问：案件启动重审程序后历时九年，为
什么直到今天才宣判？
答：由于该案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涉案证据材料繁多且时间跨度大，对相关证
据审核认定比较复杂，整体难度较大，故审
理周期较长。
问：原审被告人廖海军的再审判决不构
成故意杀人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经综合评价分析，原审被告人廖海
军作案动机不明，有无作案时间、抛尸时间

不明；廖海军供述的作案凶器铁管未提取，
所提取的菜刀未做鉴定；关于廖家东屋门下
缘提取的血迹鉴定结论不具有唯一性，认定
是被害人血迹的依据不足。原审被告人廖海
军的供述前后矛盾，且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
矛盾，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亦不能得到合理
排除或解释，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
明原审被告人有罪的证明体系，未达到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问：再审宣判无罪后，廖海军能否获得

湖北一女子经历“假手术”
性的？对方说没事，当时就烧 （切除） 了。
她的丈夫潘龙春表示，手术共做了二
三十分钟，因为妻子身体本来就比较差，
家人也没想过手术没做。他说，妻子住院
3 天，花了 2000 多元。缪细英提到，术后
自己仍出现呕吐反胃等情况，但想着遵照
医院交代，一直坚持了 3 个月也就是 6 月
12 日才去复查。“医生问我，为什么没做
手术就复查？我说此前就在这个医院做的
手术。医生就去翻阅记录，才发现手术根
本就没做，息肉还在。
”
6 月 25 日 ， 她 又 在 该 院 重 新 办 理 入
院，并进行胃息肉切除手术+氩气烧灼

国家赔偿？对该案如何追责？
答：再审宣判后，唐山中院已告知廖海
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可以依法提起国家
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廖海军如果
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申请后，唐山中院将根据
其申请立即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并依照有关
法律规定，依法作出赔偿决定。唐山中院将
汲取此案深刻教训，并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
问题及时展开调查，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据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据法制晚报）

中国科学家研制
肿瘤“纳米杀手”

术后 3 个月复查 却被告知：手术没做！
近两三年来，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兰溪
镇的缪细英总感觉腹胀、反胃。今年 2 月 8
日，56 岁的她到黄石市中心医院检查发
现，患上“胃息肉多发”、“糜烂性胃炎”。
今年 3 月份在黄石市中心医院进行胃息肉
胃镜切除手术。3 个月后去复查时，被告
知“手术没做，息肉还在。”
3 月 12 日，缪细英到上述医院的普爱
院区办理入住手续，并于次日进行胃镜下
行胃多发息肉切除术。“8 点多进的手术
室，吃药后做了胃镜，后来医生让等结
果，我就回病房了。”缪细英回忆，自己还
问医生，手术结果怎么样，良性的还是恶

廖海军的辩护律师李长青表示，基于目
前廖海军一家三口都已经被宣告无罪的情
况，由他本人和王飞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将
展开下一步的工作，代表廖海军一家三口向
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廖海军表示，在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同
时，他也会要求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制造这起
案件的个别司法人员的责任，包括追究对其
全家暴力取证的警务人员的刑事责任，以及
相关的检察机关和审判的渎职责任。

术，于 5 天后出院，花了 8800 多元。
缪细英说，几个月来瘦了 20 斤，她认
为手术未做导致自己病情加重，要求医院
退还治疗费用，并赔偿精神损失费、误工
费等，共计 5 万元。
未做手术，为何被认定已做？该院普
外科刘主任表示，交接过程中出了差错，
手术确实未做，被管床的医生误认为已
做。8 月 8 日下午，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息肉切除手术是胃镜中心医生做
的，管床医生没有参与，二者沟通脱节，
“医院正在调查，并研究处理结果”
。
（据新京报）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中国
科学家像折纸一样，将 DNA 分子
折成比头发丝的四千分之一还细的
纳米机器人。当遇到肿瘤它就会像
特洛伊木马一样释放出“伏兵”，
在肿瘤血管上形成栓塞，从而“饿
死”肿瘤。这一技术在近期于深圳
举行第一届“率先杯”未来技术创
新大赛上位列 30 个优胜项目之一。
癌细胞在体内恶性增殖需要大
量的营养供应，但癌细胞不生产营
养物质，只是营养物质的搬运工，
而给癌细胞的疯狂增殖供血供氧供
能量的是血管。阻断供应肿瘤营养
物质的血管，从而“饿死”肿瘤，
一直是科学家们努力的方向。

专题

遭遇假客服诈骗骗局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专栏

海口一市民被骗了 4 万多元
家住海口琼山区的吴某在家休息
时，接到一个自称是京东商城客服人员
的电话，对方称吴某的京东商城会员出
现了问题，会自动通过吴某手机绑定的
借款平台扣款，如果想取消会员，就要
按照对方要求进行操作，需要吴某在之
前使用过的各个借款平台将钱借出，再
转至对方指定的银行卡上进行保存，然
后会将吴某借款的平台进行数据还原和
分析，之后会自动将钱还回去。
吴某听后虽是一头雾水，但想到
每个月都要被扣钱，还是选择相信了
对方，便按照对方要求，吴某用手机
登录微粒贷 （微信平台）、借呗 （支付
宝）、 百 度 钱 包 （百 度）、 京 东 金 条

（京东商城）、去哪网 （借趣花平台）
等平台进行借款，并将借来的钱陆续
转给对方指定的账户。
转款后，吴某意识到不对劲，便联
系对方想进一步咨询，但此时对方电话
已无法接通，吴某共计损失 43000 余
元，吴某这才明白原来遭遇了诈骗骗局。

新型电信诈骗手法
据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
醒，近日，外省多地警方陆续接报一类
蹊跷案件：很多人早上起床后发现手机
收到很多验证码和银行扣款短信，甚至
网上银行 APP 登录账号和密码也已被
篡改，损失惨重。

海南省反诈中心提醒：新型电信诈骗手段出现，
有不法分子通过新型伪基站窃取用户信息盗刷资金

据介绍，不法分子通过“GSM 劫
持+短信嗅探技术”，可实时获取用户
手机短信内容，进而利用各大知名银
行、网站、移动支付 APP 存在的技术
漏洞和缺陷，实现信息窃取、资金盗刷
和网络诈骗等犯罪。
由于大多选择凌晨作案，再加上
无需直接与事主接触，因此大部分事
主对资金被盗毫无察觉。好在此类新
型伪基站在具体实践中受到硬件和原理
的限制，需具备一定的条件，暂时不能
覆盖过多的手机号，所以受害人较少。

发案趋势
据统计，上周我省发生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较上周有所下降，其中网络类、
电话类、短信类诈骗案件均有所减少。

易受骗群体
从上周发案情况来看，冒充熟人、
领导、办理贷款类诈骗受害人群多为年
轻女性以及个体商户。

发案类型
据统计，
上周电信网络
诈骗发案类型
主要为冒充熟
人、领导类及办
理贷款类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