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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第22届中国专利奖获奖

名单，其中“一种荧光标记的插入缺失遗传多态性位点符合

扩增系统及应用”引发国内外业界的高度关注。据了解，这

一专利破解了全球性DNA鉴识难题，并成功应用于杀人碎

尸案、抢劫案、强奸案和高度腐烂尸源认定、恶性灾难身份

鉴定等各类案件的司法鉴定中。

  该专利发明人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物证学研究

室李成涛、张素华、赵书民。近日，李成涛向《法治日报》记者

讲述了他们如何利用这一技术揭开一起20年前的凶杀谜

案，以及研发专利背后的种种艰辛。

一起谜案

  1996年，山东某地工厂发生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王某

潜逃，不知所终。直到20年后的2016年1月，山东警方发现贵

州某县的张某可能就是潜逃的王某。

  不过张某此时已去世多年，尸体也早已入土安葬，一个

死人怎么交代身份？更糟的是，由于尸骨腐烂严重，DNA信息

难以提取，警方辗转多地寻求解决之策都无结果。这个张某

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王某？警方一时难以定论。

  然而，对于受害人家属来说，眼看已有凶手音信却无定

论，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无奈之下，山东警方来到位于

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寻求帮助，随身带来的是从张

某遗骸上取下的一小段右肱骨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一截怀

疑带有凶手DNA的麻绳。

  接手此案鉴定的正是李成涛，他有着近20年的DNA鉴

定经验，曾主持参加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遗骨鉴定案等重

要案件，可谓这一行里的“高手”。但看到那段颜色发黑、散

发出腐臭的遗骨，他也皱起了眉头。

  “传统的DNA鉴定技术需要提取到的基因组DNA尽可

能地完整、连续，这样的话，现有的STR复合扩增技术才能

从中分析出有效的遗传信息，但这段遗骨因为时间久远加

上埋葬环境潮湿的原因，腐烂十分严重，预计提取不出完整

的DNA。”李成涛说。

  后来正如李成涛所料，从张某遗骨上提取出的DNA片

段降解比较严重，单靠这些“基因碎片”，依托目前的检验方

法几乎无法获得完整的DNA信息，后续的鉴定和比对更是

无从谈起。传统手段被证明行不通，李成涛当即决定，使用

近些年他们一直在研究的“荧光标记插入缺失遗传多态性

位点复合扩增系统”来试试。

  事实上，如何对年代久远、高度腐烂降解的生物检材进

行准确的DNA检验，一直是中外司法鉴定行业公认的科学

难题和技术瓶颈。现实中，常常因为提取不到完整的基因片

段而导致司法鉴定无法给出意见。

  资料显示，美国“9·11”事件中成百上千的遇难者需要

进行身份识别，经过高温焚烧后传统DNA鉴定技术难以发

挥作用，最终被称为第三代遗传标记“SNP”（单核苷酸多态

性）的应用使得这一突出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促使更多学者

把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寄托在寻找新的遗传标记上。

  从2001年至今，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多个法医团队对高度降解生物检材的DNA

鉴识难题立项研究，其中就包括李成涛团队。

  “一件检材无法鉴定，可能就会导致一件沉案、疑案、悬案，更可能意味着一位死

者的身份无法确认，最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李成涛认为，“作为法医和科研人员，

有责任也有使命去攻克这道难关，为国内国际DNA鉴定开创新局面。”

一次发现

  从亦步亦趋到自主探索，再到发现这项全新技术，李成涛和同事们用了10年之久。

  起初，他们研究的方向集中在一种名叫“单核苷酸多态性遗传标记（SNP）”的技

术上。“这项技术根据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来获取DNA信息，对基因片段完整性要求

不高，我们一度认为这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的研究方向。”李成涛说。

  然而，李成涛团队在研究中逐渐发现，这项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推广应用有较大

困难，该技术本质上是结构多态性，而传统STR技术是长度多态性，二者技术平台不

能共用，往往需要特殊的仪器设备，这些设备核心技术也大多被国外公司掌握，价格

昂贵，因此极大限制了其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推广应用。

  此后，李成涛团队果断放弃了对单核苷酸多态性遗传标记的研究，转而寻找一种既

能有效从降解检材中提取信息，又能在应用层面容易推广普及的新的遗传标记。

  探索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李成涛团队几乎尝试了所有已知的基因鉴定技术，都无

法获得突破。“那段时间我们偶尔也会对研究前景失去信心，但是作为司鉴人的责任和

‘以科学捍卫公正’的院训，一次次让我们重拾热情，继续努力尝试。”李成涛说。

  2009年，李成涛在阅读一篇农业技术文献时发现，在给农作物育种和品种鉴定过

程中会运用一种“插入缺失多态性”遗传标记——— 该标记具有SNP的所有优点，同时

又属于长度多态性，在现有片段分析平台上就可以应用。

  “既然农作物基因存在插入缺失标记位点，那么人类的基因是否也存在相似的位

点？如果依靠这些分散的位点就能提取基因信息，那么因为基因片段不完整导致的DNA

检验难题是否有望得到解决？”李成涛说，发现了新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再次进入了紧张

的工作，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人类DNA中到底是否存在像农作物基因那样的位点。为此，

他们在1000余份人类基因样本中根据相应规则进行了筛选，寻找位点。

  这是一项漫长而枯燥的工作，法医们日夜分析样本的基因序列。经过初步筛选，

总共在样本中找到了29个符合标准的位点。这一发现证明了“插入缺失标记”法在

DNA鉴定中的可行性，也给研究团队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他们乘胜追击，在全基因组

范围内进行搜索和筛选，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成功找出35个在我国多类人群中具有

高度遗传多态性和较强鉴别力的位点，识别效能均达到99.99%。

  又经过一年的研究与实践，李成涛团队终于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通过对插入缺

失遗传多态性位点进行复合扩增来准确提取基因信息的方法，降解检材DNA鉴定难

题成功告破。

一个目标

  通过荧光标记插入缺失遗传多态性位点的技术，李成涛等人在张某遗骨的DNA中成

功获得了相对完整的DNA信息，并与残留在麻绳上的DNA进行比对，结果显示遗骨主人

张某和犯罪嫌疑人王某的DNA分型一致。

  至此，一件时隔20年的凶杀案终于告破！原来，王某在山东老家杀人后自知罪责

难逃，便一路南下潜逃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最后身死异乡。

  尽管嫌疑人最终因死亡没能接受法律审判，但沉寂20年的案件能够成功告破，也

让死者和他的家属得以告慰，而荧光标记插入缺失遗传多态性位点复合扩增系统也

因此案而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一时之间名声大噪。2012年8月，这一技术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权，成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专利项目。

  为了进一步扩大该技术的实际应用，李成涛、张素华、孙宽等于2013年5月研发了

“一种荧光标记的X-InDel位点复合扩增系统及其应用”专利，2016年3月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该专利针对特殊亲缘关系鉴定需要，补充了X染色体上的插入缺失遗传

多态性位点复合扩增系统。

  “我们希望把这些专利进行转化，开发出该技术应用于DNA检验的配套试剂盒，

并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李成涛说，从2019年7月开始，该试剂盒的开发就已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20年7月，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

法》，更是在制度上为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目前，李成涛团队正在计划扩大基因样本筛选的范围，尝试找出符合不同国家地

区人种基因特征的插入缺失遗传多态性位点，力求让这项技术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

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初衷都是为人类谋福祉，作为一位司鉴人和科研者，必须

不断努力，让司法鉴定在追求真相和公平正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李成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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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5岁女童小季在舞蹈培训课期间，见同伴

小丁未能起身，出于友爱互助的天性，小季上

前将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拉起，致其跌坐在地

上并随即表现出不适，当晚即送医院，后经过

诊断为脊髓损伤、截瘫。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案件作出二审宣判，判决小季不负法律责任，

由培训机构承担受伤女童小丁医疗费、残疾赔

偿金、精神抚慰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等各类

费用211万余元。至此，这起争议3年多的“女童

热心助人致伤案”尘埃落定。

  “孩子天真友爱的天性，当然没有违法性，

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承办该案的泰州中院院

长孙辙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该案焦点涉及校

外舞蹈培训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

法律认定，5岁幼童好意互助行为不仅是法律

评价问题，还是道德评判问题，司法裁判要兼

顾并彰显司法温暖。

  目前，小丁所有赔偿款短期内都已履行到

位。同时，当地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救助、司法建

议等方式，全力保障小丁长期的康复训练，并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运行和管理进行了全面

规范。

舞蹈课上发生意外

  2018年12月15日，在泰州兴化市某舞蹈中

心学习中国舞的5岁女童小丁等19名孩子，在

瑜伽垫上练习舞蹈，由一名专业舞蹈老师徐某

上课。根据舞蹈中心规定，学员在教室上课时，

家长不得进入教室，可在等待区通过监控视频

观看教室内孩子练习情况。

  下半节课时，老师认为小季等3人没有达

到下腰（头朝下两手掌撑地、身体仰起呈拱桥

状的柔性练习）基本功，可以不练习下腰外，要

求其他16名孩子练习下腰动作。

  当老师要求孩子们下腰起身时，包括小丁

在内的部分孩子未能及时起身。此刻，站在小

丁右侧的小季，处于互相扶助的天性和本能，

上前将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拉起，致小丁后背

着地，跌坐在地上，小丁随即表现出不适。此

时，老师徐某正在第二排帮助未能及时起身的

学员，背对着两名孩子，并未察觉上述情况。

  在练习下腰动作后不久，舞蹈课就下课

了，但当小丁母亲走进教室帮其穿衣服时，小

丁哭泣。当晚，孩子感觉下肢疼痛，家长立即送

其到当地医院检查，次日赶赴南京市儿童医院

住院治疗。经住院诊断为胸腰部脊髓损伤，后

又转至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脊髓损

伤、截瘫、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肠。其间，舞

蹈中心工作人员陪同小丁及其父母至上海等

医院就诊，先后给付52.5万元。

  2020年3月，原告小丁及其母亲张某将小季

及其父母、舞蹈中心起诉至兴化市人民法院，

其认为舞蹈中心管理不善，被告小季行为致使

训练中的小丁受伤，虽然经过治疗后伤情得到

暂时控制，但家庭已经无力继续治疗，要求

被告小季及其监护人赔偿各类损失214.19万

元，被告舞蹈中心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小季及其父母在诉讼中认为，小季在该

起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舞蹈中心辩称，该中心系经依法登记的合

法机构，原告参加舞蹈培训是事实，但其不承

担监护责任，在管理上亦没有过错，且认为原

告的损伤系被告小季直接行为所致，家长对参

加舞蹈培训风险意识是明知的，原告自身身体

也存在差异。

  2020年4月3日，兴化市法院委托江苏大学

司法鉴定所进行法医学鉴定，鉴定意见为小丁

因外伤致胸腰部脊髓损伤导致截瘫（双下肢肌

力1级），伴重度排便功能障碍与重度排尿功能

障碍，已构成人体损伤一级伤残，已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需要长期护理。

法院判决明法析理

  2020年12月3日，兴化市法院一审作出判

决，认为舞蹈中心作为舞蹈教育管理者，在原

告学习舞蹈期间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特

别是为便于管理，不允许学生家长进入教室，

这更加重了舞蹈中心的保护职责。下腰作为危

险的舞蹈训练动作，应有成年人在旁看护和扶

助，但事发时19名儿童仅配备一名专业舞蹈老

师，以致不能保证所有儿童均在老师可控范围

之内，认为舞蹈中心未能尽到完全的安全防护

义务，对本案事件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综合各方情况，认定被告小季及其监

护人承担10%的责任，被告舞蹈中心承担90%的

责任，据此判决舞蹈中心赔偿137万余元，小季

及其监护人赔偿21万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均

不服，向泰州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的事实无异议，小季父母自愿承诺补偿小丁5

万元。法院针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等核心焦

点问题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舞蹈中心在新生入学告知书中

载明，“除公开课外，上课期间未经老师许可，

家长不得进入教室，以免使学员分心影响教学

效果”，该规定使得家长在上课期间的监护责

任无法实际履行，因此对上课期间正在进行舞

蹈培训的孩子们应负有完全的监督、管理、保

护职责。

  法院认为，事发当天仅配备了一名专业舞

蹈老师，在下腰这一危险舞蹈动作训练时，舞

蹈老师未提供护腰保护，对小季上前拉起小丁

双臂的行为亦未能及时发现、制止，未能尽到

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还认为，小季在小丁下腰起身困难

时，出于帮助同伴的善意，自发前去帮助，该行

为不具有违法性。小季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主观上没有伤害故意，客观上也不具备能

够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同伴损害的认知能力，

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一审法院判决予以纠

正。对小季父母自愿补偿的行为，法院认为体

现了中华民族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对此举深

表赞许并予以允许。

  综上，二审法院撤销了原判，判决舞蹈中

心承担小丁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211 .48万元，

其中扣减之前支付的，舞蹈中心还需给付158.8

万余元。

切实保障儿童权益

  “儿童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因其年幼单

纯，身体对外界侵扰的抵抗能力和自身的免疫

系统都很差，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

力也很差，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属于社会弱势

群体，需要全社会予以重视和关爱，并在法律

上给予特殊保护。”该案审判长、泰州中院院长

孙辙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脱离

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设立特别保护机制，具有现实需求。

  近年来，儿童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的比例

逐年增加，由于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不到位、运行

不规范、风险意识不足等原因，儿童在校外培训

机构学习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形时有发生。

  孙辙介绍，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当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时，将教育机

构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为其是否承担民

事责任的标准，并实行过错推定，当其不能证

明自己已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时，即推定其有

过错并应承担民事责任。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对于该案，泰州

中院并未一判了之，而是积极延伸判后回访、

救助帮扶等司法职能。其中，法院在判决中对

于小丁为期20年的后期护理费判决一次性给

付，并积极督促舞蹈中心及时足额履行给付义

务。同时，还专门为小丁申请司法救助，并多次

上门看望受害人，了解其困难和问题，关心其

后续生活和学习状况。目前，小丁将上小学，法

院与学校沟通协商，确定了上学期间只上半

天、下午在家接受物理治疗、定期到医院接受

针灸治疗等方案。

  此外，法院还向兴化市教育局发送了司法

建议，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运作，减少未

成年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推动校外培训机构

购买商业保险，提升抗风险能力、民事赔偿

能力。

制图/高岳  

五岁女童热心助人致瘫被判无责
泰州中院二审判决培训机构赔偿原告211.48万元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赵宗文

  受强台风和天文大潮的影响，在同一水域

锚泊的6艘船先后发生走锚、锚链断裂，继而连

续发生漂移和系列碰撞，其中压碰勾连在一起

的4艘船最终与高速公路大桥桥墩发生触碰，致

使大桥受损。

  这起事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究竟应该

由谁来承担责任？近日，这起全国首起因六船舶

碰撞引起的触碰桥梁事故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尘

埃落定，法院审理认定上述四船舶对强台风造

成的风险评估不足、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应对强

台风的袭击而造成的风灾事故，判决四船舶的

船东对这起事故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

  2017年8月23日12时50分前后，强台风“天鸽”

在广东珠海登陆，登陆时风力14级。“天鸽”登陆

时，恰逢天文大潮，给珠三角地区带来重大破坏。

  “天鸽”登陆当天，因受强台风和天文大潮

的共同影响，在珠海市磨刀门水道竹排沙尾及

联石湾水闸对开水域锚泊并绑在一起的“华海

368”船、“邦源168”船率先发生走锚失控。紧接

着，同一水域锚泊的“顺宏海1188”船、“水平7”

船、“泰华航8668”船、“华海368”船和“顺宏海

298”船等也相继发生走锚、锚链断裂。其间，“邦

源168”船的船员发现绑在一起的“华海368”船

缆绳断裂时，两船已大幅横倾，随时面临倾覆的

危险，立即解脱尾缆并成功脱险。

  之后，失控的5艘船连续发生漂移和一系列

碰撞，最后有4艘船相互压碰勾连在一起，漂移

至上游约两公里处的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的

磨刀门特大桥，与大桥桥墩发生触碰，致使大桥

部分墩柱及梁板受损。而“顺宏海298”船利用主

机动力冲滩，脱离其他4艘船，最终在磨刀门大

桥上游右岸大堤旁搁浅，未与磨刀门特大桥直

接发生触碰。

  2018年3月26日，磨刀门特大桥的业主单位

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速公路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前述6艘船舶所有人在涉案事故中对原告所

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高速公路

公司被合并，法院于2019年7月作出裁定，准许广东

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珠海段分公司（以下简称公

路建设珠海分公司）替代高速公路公司作为本案

原告参与诉讼，高速公路公司退出诉讼。

  该案一审主审法官尹忠烈介绍，此案是在

强台风“天鸽”影响下发生的，有船舶绑在一起

抗台风，有船舶走锚失控后撞到其他船舶，勾连

其他船舶再次发生碰撞，中途有的船舶砍断锚

链摆脱勾连，还有桥方的桥墩未安装防撞设施

扩大了损失等问题，调查非常困难，责任认定也

非常复杂。

  庭审中，各船东均主张事故系天灾造成，属

不可抗力，其不应该承担责任。同时，对于大桥

被撞受损，六船东均主张自己无过失，系他船过

错造成船舶触碰大桥事故。

  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发生前，气象预报部门

对“天鸽”台风登陆的大致时间、区域等信息均

已提前发布预报和公告。虽然强台风“天鸽”叠

加天文大潮，形成风暴潮，大潮水位超过警戒水

位1.33米，使在该水域锚泊防台风涉案船舶相继

发生走锚、断锚、漂移、碰撞、搁浅等险情，但船

方对强台风“天鸽”造成的风险估计不足，采取

的应对措施和自救行动不足以应对本次台风袭

击，导致船舶之间并靠绑扎在一起锚泊发生缆绳

断裂，加上个别船的船员无水上航行作业资质，

缺乏应对恶劣天气的专业知识和处置突发险情

的能力，最终还是导致四船舶触碰磨刀门特大桥

桥墩的后果。同时，公路建设珠海分公司未对桥

梁设置防撞设施，客观上加重了事故损害后果。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这起事故的发生，船方

的过失至关重要，并不仅仅是台风的问题。“顺

宏海1188”船、“华海368”船、“水平7”船和“泰华

航8668”船等对强台风“天鸽”造成的风险评估

不足、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应对强台风的袭击而

造成的风灾事故，因此对这起事故负有责任；

“邦源168”船未与大桥发生触碰，对本案事故没

有过失，无须担责；“顺宏海298”船未与磨刀门

特大桥直接发生触碰，原告要求其对本案事故

担责依据不足。

  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一审判决，事故桥梁未

设置防撞设施客观上加重了事故损害后果，原

告自行承担10%的责任；对因本案事故造成的

损失，“顺宏海1188”船所有人负有20%的责任，

“水平7”船所有人负有27.5%的责任，“华海368”

船所有人负有27.5%的责任，“泰华航8668”船所

有人负有15%的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船方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终审判决。

台风登陆时四船勾连撞损大桥引发纠纷

法院判决四船东承担90%赔偿责任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张雅茹 潘虹 4人

相聚，其中一人酒后跳楼

身亡，死者家属要求同饮

者担责。近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

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对该

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

驳 回 死 者 家 属 的 诉 讼

请求。

  2020年1月的一天，张

某邀请好友邵某、杨某、

刘某到家中小聚，4人酒

后相谈甚欢。次日零时

许，因家人催促，杨某先

行离开，张某等3人继续

饮酒。其后，刘某去卫生

间迟迟未归，睡倒在了卫

生间里，张某、邵某发现

后将其叫醒并扶到卧室

休息。凌晨2时许，邵某也

回家休息，张某遂睡下。

凌晨5时，刘某在张某家

(位于6楼)跳楼身亡。

  刘某家属认为 ，共

同饮酒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便将

张某等3人诉至沙依巴克区法院，要求

3人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6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死亡系其饮

酒后跳楼造成，虽然刘某生前与3名被告

共同饮酒，但杨某、邵某均于事发前离

开，张某在刘某醉酒后将其留宿家中照

顾，并未放任其离开。

  法院认为，共同饮酒的行为与刘某

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某也尽到

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对于刘某的死

亡，张某、邵某及杨某没有过错，且3人也

无法预见刘某会跳楼，因此不应该承担

赔偿责任。据此，法院驳回了刘某家属的

诉讼请求。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本报讯 记者石飞 记者从云南省昆

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获悉，该局近日成功

打掉一个电诈“跑分”窝点，涉案金额逾

1000万元。

  5月19日，盘龙分局接到一条疑似“跑

分”窝点的线索。经缜密侦查，反电信网络

诈骗中心民警于次日15时在盘龙区天宇广

场一房间内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和张某

某。两人供述经陈某某介绍，在家中利用名

下银行卡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赃款。当

晚21时，民警在昭通市昭阳区一酒店内抓

获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和林某某。

  经审查，陈某某供述其在林某某的介

绍下从事“跑分”活动非法牟利，并介绍赵

某某、张某某从事“跑分”牟利。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昆明打掉一“跑分”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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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吴凰行 两男

子出售银行卡，帮助赌博网站过账，牟取非法利

益。近日，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

1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被告人章某有期徒刑

10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甘某（另案处理）

联系黄某，请求帮忙办理银行卡用于赌博网站

过账，并以每张1500元左右的价格进行收购。黄

某答应帮忙，于2020年4月使用自己身份证办理

了两张手机卡和两张银行卡，出售给甘某，获

利3000多元。其后，黄某还介绍章某、熊某（另案

处理）、吴某、郭某办理了9张银行卡出售给甘

某。黄某、章某分别获利500 0余元，熊某获利

2700元。

  截至案发，章某出售的银行卡支付结算金额

为563万余元；熊某出售的银行卡支付结算金额

为167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某、章某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

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黄某被抓获到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

可从轻处罚；能积极退缴赃款，可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章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能主动到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从

轻处罚；能积极退缴赃款，可酌定从轻处罚。综

上，鉴于二被告人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孙鹏

近日，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罪的犯罪嫌

疑人郭某某，因交通肇事逃逸在山东省

莱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参加满分教育学习时被细心的工作人员

发现，车管所立即组织警力将其控制，移

交至辖区派出所。经查，郭某某因涉嫌非

法买卖爆炸物罪，于今年5月25日被山东

省招远市公安局上网追逃。

在逃犯罪嫌疑人自投罗网

出售银行卡帮助赌博网站过账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