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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通报省人医暴力伤医事件
嫌犯系“黄牛”行凶为报复
联系电话：87863123邮箱：aaa@yz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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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8点30分左右，江苏省 某控制。目前，被捅伤医生孙某无生
人民医院肝胆科孙倍成主任被砍伤。 命危险。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
记者向江苏省人民医院一位医生求 中。
证得知，孙倍成医生确实在上午被砍
昨天下午，鼓楼警方再次发布
伤，后经医院全力抢救，现已脱离生 “警情续报”：经审查，嫌疑人赵某
命危险。
（男，30岁，黑龙江人）供述其在医院
南京鼓楼公安分局于昨天中午 因曾代人挂号牟利，被孙医生批评
发布警情通报：2017年2月16日8时 过，所以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目前，
47分，警方接报警称江苏省人民医 赵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相关工
院一医生被人捅伤。分局华侨路派出 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下一步，警方
所、鼓楼警务工作服务站、刑警大队 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医院及
民警立刻赶至现场，迅速将嫌疑人赵 周边秩序的整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

涉案过亿
奚晓明被判无期

事件

将办公室门反锁殴打刀捅
据悉，嫌疑人进入主任办公室后
将门反锁，先是殴打捂嘴，然后拿刀
捅。外面有医生路过，听到里面有“唔
唔”声，门打不开，就把门踹开了，再
晚几分钟发现，主任估计就悬了。
记者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
人医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孙倍成在被
捅后导致失血性休克，被送至手术室
抢救，
“在凶手行凶过程中，差点伤到
孙教授的颈动脉，那样的话后果就不
堪设想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官方随后发布

通报称：2017年2月16日上午8时30
分左右，一年轻男子窜入我院外科
楼11楼肝移植中心二病区，持刀将
我院肝脏移植中心副主任孙倍成教
授刺伤。我院在场医务人员连同迅
速赶到的安保人员奋勇搏斗，将歹
徒制服。
通报中还具体介绍了孙倍成医
抢救现场
生的伤情，失血性休克，左腿刀刺伤，
左下肢股四头肌断裂，牙槽骨骨折，
牙龈撕裂，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 愿意自诉及法院要求公安机 院的这起暴力伤医案件将如
关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直 何量刑？对此，北京市京师（南
目前已脱离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接立案进入公诉程序；第二 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曹纯钢表
种是有证据证明的轻伤害， 示，这起暴力伤医案件究竟如
建议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 何定性还应区分行凶人主观
起诉；第三种是因民间纠纷 方面的犯罪故意，究竟是故意
受害医生是名“长江学者”
引起的情节较轻、尚不够刑 伤害还是故意杀人。一般情况
记者了解到，孙倍成主任医师是 来说多数是小事，但对于移植患者 事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作调 下，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的界
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脏外科研究所副 就是最大的事，甚至可能导致移植 解处理，调解原则上为一次， 限并不难区分，但在碰到故意
必要时可增加一次，若调解 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
所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 的失败。”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0年前美国
2013年南京医科大学秋季开学 不成或调解后不履行的也可 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
学成归来的“海龟”。
典礼上，孙倍成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直接走公诉程序。需要注意 易混淆。
据媒体报道，孙倍成的电话常年 他一语道中当下最绕不过的现实情 的是，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 “要准确区分二罪，主要
“我们这代年轻 的将不予处罚；第四种则是 要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
向移植病人开放，任何时候他们有疑 境，也表明他的观点，
问就打电话咨询，他都是耐心解答。 人应该有责任、有追求，扭转目前医 和解，该处置手段适用于案 他人生命为故意前提。如果行
“同学们，我们 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的案 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
移植手术常常是深夜进行，下了手 患关系的乱象。”他说：
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
术台已是次日凌晨，回到家有时刚 现在就应该有追求，学好本领，构建 件。
另外，暴力伤医案件一旦 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
躺下却被患者的电话惊醒。妻子有 良好的医患关系，不辱医学赋予我们
进入公诉程序，行凶人将受到 他人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
时候心疼，他反过来劝她：“ 对于我 的使命。”
怎样的处罚？记者了解到，虽 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
然目前并无专门针对暴力伤 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就是
医的罪名，但在2016年12月 故意杀人罪了。”曹律师说，相
25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犯罪嫌疑人将被如何处置
会议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则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
暴力伤医案件频发，且往往触目 轻微伤及以下伤情的将有两种处置 委列举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 体并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应
惊心。那么，对于这类伤害案件，公安 情况，一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 议案提出的建议，这些议案 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而根
机关一般都走怎样的处置程序？ 打他人可进行一次调解，必要时再 指出，最近暴力伤医事件频 据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
记者了解到，公安机关在接受 增加一次，调解不成或达成协议后 发，希望通过立法进一步提 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
报案或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伤害案件 不履行反悔的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 升法治理念，整合全社会医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
后，首先要做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 为人依法处罚。还有一种则是非因 疗卫生资源，把成熟有效的
为，并对伤员进行抢救。在对嫌疑人 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的，此种 医患纠纷管理政策和措施上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进行控制后，还需保护现场，做进一 情形，公安机关将对违反治安管理 升为法规条款。而有关部门 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
步调查取证。经调查，若无犯罪事实 行为的人直接进行处罚；鉴定构成 也正修订、起草相关法律法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将不予立案，若确有必要开具伤情 重伤的，公安机关将不予调解，直接 规，希望通过立法手段遏制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
鉴定委托书，则需做好下一步伤情 立案侦查并进入诉讼程序；鉴定构 暴力伤医问题。
那么，在现行法律框架 规定的，依照规定。
鉴定。
成轻伤的，该情形可有4种处置办
（综合 ）
伤情鉴定后，因伤害行为导致 法，第一种是对不属于调解范围、不 下，昨天上午发生在省人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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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海上云台山、二郎神
文化遗址公园二日游
月 4 日 （仅此一班） 特价：199 元/人
东区华美达 6:50 沃尔玛超市肯德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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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云台山是江苏沿海著名的旅游胜地。 年被评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又因其极
此山原系海中的岛屿，沧海桑田，后演化成陆 富“山水画，田园诗、梦约情”的意境，成为现实
地。云台山古称郁州山，唐宋时称苍梧山。唐李 中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吸引众多的游人前
白诗：“明日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宋 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苏轼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行程简要：
写的都是云台山。她原来只是黄海中的一列岛 第一天 ：乘车赴连云港，游览【连云古镇】
屿，18世纪方与大陆相连。遂形成峻峰深涧， 以及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海上云台山】，后自由活动
奇岩坦坡，山光水色，独具神姿，被誉为：“海内 江苏摄影基地——
四大名灵”之一。明嘉靖年间道教兴盛，道士云 参观【水晶展览】。
第二天 ：参观【二郎神文化遗址公园】，后
集达两万之众，山又被誉为“七十一福地。
海上云台山景区以“城中景、港边园，海上 赴【江苏沿海酒业】，行程结束后乘车返回。
山，景融村”四大空间组合优势，1986年被成 友情提醒 ：以 上线路含自费项目，详情请
为江苏省自然保护区，1988年成为国家级风 现场或电话咨询。该线路由扬州润我飞扬旅游
景名胜区、1993年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14 联盟提供。

新华社电 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
明受贿案，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对奚晓明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奚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
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
晓明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
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
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和工作
中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
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认可其亲属
收受以及本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奚
晓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奚晓明为他人谋
利的行为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行贿人请托，
贿赂款项亦为亲属收受使用，其本人系事后知
情；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
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新闻延伸】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 16 日表
示 ， 要从奚晓明案中汲取教训 ， 就要积极探索
加强法官 “社交圈 ”管理监督的有效措施 ，及时
发现和纠正不正当交往的苗头倾向 ，切实做到
防微杜渐 。
徐家新指出 ， 奚晓明长期与个别律师进
行不正当交往 ， 受律师请托干预案件审理 ，
这是他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起点 。 要从奚晓
明案中汲取教训 ， 就要积极探索加强法官
“ 社交圈 ” 管理监督的有效措施 ， 及时发现和
纠正不正当交往的苗头倾向 ， 切实做到防微
杜渐 。
“ 奚晓明长期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工作 ， 以
致同一些经常打交道的人结成利益圈子 ，形成
腐败链条 。 ”徐家新强调 ，从这个案件中汲取教
训必须严格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 健全完
善 、 严格落实干部轮岗交流制度 ， 以有效防控
廉政风险 。 奚晓明迁就妻子 、纵容儿子 ，按照他
们的意愿违规干预案件 、 进行权钱交易 ， 在亲
情的助推下滑入违法犯罪深渊 。 从这个案件中
汲取教训 ， 就要引导法官注重家庭教育 ， 形成
廉洁家风 ， 强化亲情助廉措施 ， 让家人当好法
官的 “守门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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