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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力用户：
由于客户用电设备的接入及电力设备的

日常维护、检修、施工等，计划将以下线路停
电施工、检修，停电时间和停电范围公告如下
(以下时间为正常计划停电时间，恢复供电时
间视当日工作进展情况有可能提前或延时，
敬请市民给予谅解与配合，请在停电期间将
用电设备开关断开，以免提前来电造成不必
要的浪费)。供电服务投诉
举报电话：95598。

更多电力资讯敬请关
注“南方电网95598”服务
号 或 登 录 h t t p ：/ /
95598 .gx.csg.cn网上营业
厅，可查缴电费、办理业务、
报修故障、订阅电费账单。
停电区域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永福供电局
●12月7日 07：00-20：00 石门站10kV
石苏桥线河交支01开关后段线路 河交渡、
木塘庄、河交、河交2号一带用户
●12月7日 07：00-20：00 苏桥站10kV苏
街上911福定桥01开关后段线路 黄土、鱼龙
头、福定桥、禄鑫砖厂、福定桥电信一带用户

●12月7日 07：00-20：00 石门站
10kV石砖厂线山尾支01开关后线路 八
塘、下埔抽水、王云林、鹅天坪抽水、车头、
车头抽水1 .2号、山尾1 . 2号一带用户
●12月7日 07：00-20：00 永安站
10kV永山林线915开关后段线路 下瑶、
上下坳、徐家上中岭、桥边、中岭移动、古陌
真板1号、河背、马鞍塘、塘上、广西路建塘
上搅拌站、路建钢筋加工厂、路建古陌隧
道、下鸟、上鸟一带用户
●12月7日 07：00-20：00 永安站
10kV永喇塔线马蹄江支01开关后段线路

马蹄江、江口、喇塔移动一带用户
●12月7日 07：00-20：00 湾里站
10kV湾政府线924开关至10kV湾政府线
湾政府05刀闸间线路 西江尾、月亮湾、
果品、.粮贸、政府招待、公安局、政府、中医
院、中医医院1号、中医医院2号、卧龙小
区、十字街、电影院一带用户

东城分局
●12月12日 9：00-14：30 10kV叠中北

线清靖花园2号公变1刀闸后段线路 中
山北路93号一带、环城北一路19号一带
●12月13日 9：00-19：00 1、10kV南纬
二线叠彩花园小区开闭所902开关后段线
路
2、10kV南经一线931开关 叠彩区教育
局专变、灵川公用变
●12月15日 8：00-20：00 10kV南蔡家
线锦绣乐园1号开闭所903开关后段线路

蒋家岭一带
●12月15日 8：30-19：30 0kV东铁I线
纸马铺庄家老村1号公变1刀闸后段线路
纸马铺一带
●12月16日 9：00-19：00 10kV七福隆
线07开关至10kV七福隆线11开关段线路

东江路一带、福隆园一带、漓江华府小
区、临江路一带、路灯专变、金王药业专变、
风情园专变、七星塑料厂专变、两江四湖临
江路照明专变、宏华专变
●12月17日 08：00-20：00 10kV叠彩
变叠穿北线花桥头北2号开闭所904开关

后段线路 东江二路一带、花桥小区一带、
自由路综合楼一带
●12月17日 9：00-14：30 10kV栗和平线
和平周家公变1刀闸后段线路 和平周家一
带
●12月18日 10：00-18：00 10kV北甲山
线芦笛路5变支01刀闸 芦笛路60一带
●12月19日 08：00-19：00 110kV七星站
七彭家线912开关至10kV七彭家线彭家岭1
号开闭所七彭家901开关段线路 彭家岭一
带、七星变电站宿舍一带

阳朔供电局
●12月16日 07：00-17：00 10kV葡杨堤
线915线路 葡萄街、罗明移动基站专变客
户、罗明联通专变客户、罗明村、富和林场
专变客户、令胆村、三家村、大圳口村、洞村
移动基站专变客户、下岩村、洞村、桂林市
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变客户、罗
明新村
●12月16日 07：00-17：00 10kV葡金宝
线913开关至葡金宝01开关段线路 老街一
带、插旗山电信基站专变客户、葡萄水厂专
变客户、小木胆电灌专变客户、粮所专变客
户、插旗山村

桂林网区停电公告

当前，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持
续兴起热潮，中国银行桂林分行积极响应
号召，坚决贯彻落实中国银行《支持民营
企业二十条》，深入了解桂林当地民营企
业的实际需求，解民企成长烦恼、强民企
发展信心，把始终坚持与民营企业共进、
共赢、共发展作为桂林中行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着力点。

11 月 23 日，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出席
参加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2018
年工业高质量发展银企对接会，面对面聆
听民营企业的需求和困难，切实助力民营
企业发展。会议上，中国银行桂林分行与
当地多家民营科技企业、制造业企业、医
疗企业等进行面对面座谈,充分了解了民营
企业的需求，巩固了该行与民营企业的良
好关系，为下一步为民营企业解决成长难
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本

次会议上，中国银行桂林分行与多家民营
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该行也将持续
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保驾护航，痛下功夫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让
民营企业真正“贷得到”、“贷得好”。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始终把
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摆在
重要位置来抓。今年以来，该行普惠金融
贷款企业客户大幅增长，其中九成以上为
民营企业。近年来，桂林当地某民营服装
制造企业获得中国银行桂林分行的全程信
贷支持。在中行的支持下，该企业持续扩
大生产线、增加产能，不断发展壮大，实
现了营业收入两年翻一番的飞跃性发展。

展望未来，在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旗帜引领下，桂林中行上下同力，保持
定力，持续发力，努力为桂林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赵其 周玥舒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国银
行桂林分行
出席 2018 年
工业高质量
发展银企对
接签约会。
吴祎祎 摄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11 月 30 日
公开宣判 23 年前一桩命案———“金哲
宏(曾用名金哲红)涉嫌杀人案”，法院宣
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金哲宏无罪。

“金哲宏涉嫌杀人案”历时 5
年，先后经历了 3 次一审、 2 次发回
重审，金哲宏 4 次被判故意杀人罪，
并处死缓。 2000 年 8 月，吉林省高院
终审裁定维持死缓判决。金哲宏不认
罪，坚持申诉。金哲宏服刑 23 年后，
2018 年 5 月，吉林省高院决定再审此
案。 10 月 24 日，该案在吉林省高院
不公开开庭再审。 11 月 30 日，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金哲宏无罪。据悉，此案后续的
国家赔偿等工作将依法启动。

5 年中经历 3 次一审
2 次发回重审

1995 年 9 月 29 日，吉林市永吉
县双河镇的村民在火车道附近发现一
具女尸，后经辨认是时年 20 岁的被害
人李某。很快，住在凶案现场不远处
的黑石村 27 岁村民金哲宏被列为犯罪
嫌疑人。当时，他是一家狗肉馆的小
老板，兼做摩托车拉人生意。此后，
案件经历了曲折的审判。

多份判决书中认定了金哲宏杀
人： 1995 年 9 月 10 日 17 时许，被害
人李某乘火车从双河镇去永吉县城，
途中遇到摩的司机金哲宏。李某出价 5
元，让金哲宏将其送到了双河镇的邵
家村去见朋友，而朋友不在家，金又
将其带回双河镇。

判决书中还认定：金哲宏见李某
“作风轻浮，顿生淫念”，在将李某
送往旅店的途中，将李领至狭窄处
说：“给你 30 块钱，咱俩玩一下？”
李要价 100 元，金见其不答应，便将
李摁倒在地与其发生了关系。事后李
称要上派出所告他，金唯恐事情败
露，便将李摁倒，双手卡住李的颈
部，过了五六分钟看见李没气了才放
手。其后，金哲宏把李某放到自己的
摩托车后座上，将李某抛到了铁道附
近的一处泥沟里，并用泥土等掩埋。

第一次开庭，金哲宏当庭翻供，
否认杀人。金哲宏说：因为价钱没谈
拢，李某并没有乘他的车，更不存在
他杀人。吉林市中院则认定金哲宏构
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缓。金哲宏
上诉。 1997 年，吉林省高院撤销金哲

宏案一审判决，发回中院重审。
从案发的 1995 年到 2000 年的 5

年中，该案经历了 3 次一审， 2 次发
回重审，金哲宏 4 次被认定犯故意杀
人罪判处死缓。 2000 年 8 月法院终审
裁定维持了死缓的判决。

代理律师查阅案卷后
提出诸多疑点

在长春监狱服刑期间，金哲宏一
再强调自己没有杀人，并坚持申诉。
其申诉阶段的代理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后提出诸多疑点。

律师们阅卷发现，案卷材料中，
法医鉴定并未检出精液及精斑。“没有
精液和精斑，证明金哲宏与李某发生
性行为的证据就很弱；没有发生性关
系，法院认定的作案动机就不存在。”

综合看几份判决书，律师们发
现，前两次一审的判决书中均认定，
金哲宏作案时，“用木棒打李头部，
将李打倒在地，后又用手掐李颈
部。”但在第三次一审的判决书中，
木棒却消失了，原本金哲宏“用木棒
打李头部”变成了其“用左腿膝盖压
住李艺的嘴，双手卡住李的颈部”。

有律师还提出，现场勘查笔录中
未记载木棒，起诉书中也未写明，而
原审判决中却有木棒的记载。金哲宏
的律师们提出，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直
接的物证和人证，多份判决仅凭侦查
期间的认罪口供来认定“犯罪事实”：现
场勘查笔录和法医鉴定中没有金一个
脚印、一根头发、一个指纹或一滴精
斑，没有证据证明犯罪人是金哲宏。

金哲宏儿子
相信父亲没杀人

2014 年 7 月，该案件被媒体公开
报道，报道指出了案件中的诸多疑
点，引发舆论关注。

2018 年 3 月 26 日，吉林省高院
出具再审决定书，决定再审金哲宏故
意杀人一案。

10 月 24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当时未宣
判。庭审结束后，金哲宏的辩护人介
绍，庭审中，控辩双方的意见是一致
的，均向法院建议撤销原审判决。合
议庭需要再行商议后才能做出决定。

当日，金哲宏的儿子给父亲带了
一身干净衣服来到法院。金哲宏案发
时，其子刚过两岁生日。金哲宏的儿
子表示， 10 岁左右时，自己无意中看
过父亲的卷宗，“挺气愤的”。长大
以后从网上查材料了解了一些案情，
相信父亲没杀人。

11 月 30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宣判认为，全案缺乏能锁定原审被

告人金哲宏作案的相关证据，金哲宏
的作案时间、作案工具和作案动机不
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不能确认；
金哲宏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原判
据以定案的证据没形成完整链条，没
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
没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
的定罪要求。故改判金哲宏无罪。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入狱 23 年 4 判死缓

金哲宏杀人案再审改判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