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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军收购玉米案改判无罪
再审认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无证收粮算违法”成历史
据新华社电 17日上午，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
王力军非法经营案公开宣判，依
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力军无
罪。在该案原审判决到再审改判
期间，运行十余年的个人收粮必
须办证的规定被废止，农民等个
人主体仅因无证收粮就构成违法
犯罪的情况成为历史。
“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2016）内
0802刑初 54号刑事判决，原审
被告人王力军无罪。”听到审判长
宣读的判决结果，王力军长舒了
一口气。
2016年 4月 15日，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农民
王力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临河
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被告人王
力军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同年 12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
高法刑监 6号再审决定书，指令
由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
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生效
的被告人王力军非法经营一案进
行再审。2017年 2月 13日，巴彦
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再
审此案，庭审在当日结束，法院宣
布择期公开宣判。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再
审认为，原审被告人王力军于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1月期
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
工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
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
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
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
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

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
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
构成非法经营罪。原判决认定王
力军构成非法经营罪适用法律错
误，检察机关、王力军及其辩护人
提出王力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意见成立，均予以采纳。
判决宣布后，王力军及其辩
护人均表示不再上诉。王力军的
辩护人王殿学表示，认可再审宣
判结果，
“希望以后在适用刑法的
兜底性条款的时候，比如非法经
营罪、寻衅滋事罪，司法机关能够
充分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能
够用行政、经济手段解决的问题，
尽量不用严厉的刑罚进行处理”。
宣判后，法庭向原审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
送达了再审判决书，并就判决生效
后有权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等问题
向王力军及其辩护人作了释明。

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获刑 18 年
据新华社电 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17日公开宣判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孙
鸿志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对被告人孙鸿志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以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十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对孙鸿志
受贿所得、不能说明来源的非法
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贪污所

得依法返还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
府；虎皮、豹皮各一张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14
年，被告人孙鸿志利用担任吉林
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党组书记、
局长、中共松原市委副书记、松原
市人民政府市长、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司长、
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
单位和个人在申请、核销借款、承
揽工程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单独或伙同其妻非法收受

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1420.824971万元。
2009年春节前至 2014年 11
月，被告人孙鸿志利用担任松原市
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公款人民币 164.188202万元。
截至案发前，被告人孙鸿志
家庭财产及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
3525.522112万元，其中能够说
明来源的财产共计折合人民币
2571.532535万元。孙鸿志对折
合人民币 953.989577万元的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涉案款物已全
部追缴。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浙鲁医疗事故案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7日从
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浙江、山
东检察机关已分别对两起因违
反操作规程致患者血液感染医
疗事故案件提前介入调查、引导
侦查取证。
2017年 2月，浙江省杭州市
发生浙江省中医院主管技师赵某

未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造成医源
性艾滋病病毒感染事件。2月 8
日，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对赵
某立案侦查。现查明：赵某违反“一
人一管一抛弃”操作规程，在操作
中重复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污染，导
致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经检测
确诊感染 5例。案件发生后，上城

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派员参
与专案组会议，对侦查取证工作进
行引导。目前，该案正在侦查中。
2017年1月，山东省青岛市城
阳区人民医院发现9名乙肝表面抗
原阳性患者。经卫生部门初步调查，
这是一起因该院血液透析室违反
操作规程导致的严重感染事件。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征求意见

行政拘留年龄拟降至 14 岁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静雅）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获悉，近日，
为有效应对社会治安管理新情
况、新问题，公安部发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
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将
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 16周岁降
低至 14周岁。
目前，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21条规定，对四种人不执
行行政拘留处罚：一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二是已满
16周岁不满 18周岁，初次违反
治安管理的；三是 70周岁以上

的；四是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 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
对比发现，征求意见稿取消
1周岁婴儿的。
北京晨报记者发现，在征求 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 14
意见稿中，第 21条规定则将现 周岁不满 16周岁未成年人不适用
行规定中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 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时
“四种人”合并成了“三种”，征求 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
意见稿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从之前的“已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 满 16周岁不满 18周岁”修改为
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 “已满 14周岁不满 18周岁”。
同时，也有专家认为，降低未
行政拘留处罚，一是已满 14周
岁不满 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 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应当慎
管理的；二是 70周岁以上的，但 重，建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 12
是两年内曾因违反治安管理受过 周岁为界限，设置符合未成年人
行政拘留处罚或者曾受过刑事处 身心发展规律、具有教育矫治和
罚、免予刑事处罚的除外；三是怀 预防功能的干预措施。

东航北京分公司
从严从实抓党建
2016 年，东航北京分公司党委将“
贯彻中央要求，全面从严
治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
机制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努力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在系统总结回顾 2016 年党建
工作的同时，东航北京分公司党委又把“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确定为 2017 年的重点工作内容。

服务改革强责任

2016年，东航北京分公
司党委从党委的政治核心作
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等三个维度，制定了加强党
建工作的专项行动计划，层
层分解任务，逐级下落并写

入每位管理人员的绩效合约
中去，确保责任落实到人。一
方面，推行“党建任务清单”，
重点解决了“做什么”的问
题。同时，推行“理论学习清
单”，重点解决了“学什么”的
问题。

服务发展建队伍

事业发展，关键靠人、靠
队伍。一方面，抓住党员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推进轮岗计
划，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激
情。另一方面，着力发挥“三
长”队伍的作用。所谓“三长”，
是指机长、乘务长和班组长。

东航北京分公司党委始
终像对待家人一样关心员
工，通过解决员工普遍关心
类的热点难点问题，让大家
有获得感、温馨感。一方面，
着力打造“家”的环境。另一
方面，着力营造“家”的氛围。

服务群众转作风

东航北京分公司党委从
严落实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两个责任”，进行了积
极探索。一方面，建立内部巡
查机制，成立了 6个巡察小
组，交叉进驻下属 10个二级
党组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
巡查，重点督察二级班子在
不在状态、是不是认真履职、

联系和服务群众到不到位。
巡查结束之后，形成工作报
告，指导被巡查单位限期整
改，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及时
“咬耳扯袖”，常态化开展纪
检约谈，及时“咬耳扯袖”，对
不良倾向形成了强大的心理
和纪律震慑。

服务党员提能力

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和
带头作用，需要个人的主观能
动性，更需要组织搭好服务群
众的平台，给党员以提升工作
能力的机会。一方面，紧抓党
性教育，打造“信仰工程”。另
一方面，注重党建创新，搭好
工作平台。
近期，根据中组部委托课
题“关于党支部制度建设研
究”的任务需求，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张冠梓
一行 4人莅临东航北京分公
司开展调研。调研会上，东航
股份公司总法律顾问、北京分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郭
丽君表示，北京分公司在面
临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确保
了运行安全和队伍稳定，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始
终注重发挥党建工作凝聚人
心的重要作用。 陈胥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