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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11 日发布 8 个各
地法院 2019 年以来审结的涉医犯罪
典型案例，彰显人民法院对涉医犯
罪“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

这些典型案例含 2 个死刑案
例，包括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北京
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和甘肃兰州杀医
案。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中，被
告人孙文斌多次拒绝医院对其母进
行检查和治疗，却认为其母病情未
见好转与首诊医生的诊治有关，经
预谋后在医院当众杀害首诊医生，
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孙文斌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甘肃兰州杀医案中，被告人员
明军不能正确认识治疗效果，在索
要高额赔偿未得到满足后蓄意报
复，到医生办公室持尖刀、菜刀连
续捅刺、砍击医生致死。员明军已
于 2020 年 5 月 9 日被依法执行死
刑。

另外 6 个案例包括：柯金山寻
衅滋事案，李苏颖寻衅滋事案，李
广伟寻衅滋事案，曹会勇寻衅滋事
案，李发才等故意伤害案，李红军
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柯金山寻衅滋事案和李苏颖寻
衅滋事案均属于本次疫情期间案
件。其中，被告人柯金山在疫情防

控期间，为发泄不满情绪，伙同他
人在隔离病区内撕扯医生防护服、
殴打医生致轻微伤，并使医生处于
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之中，被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被告人李苏颖以
面见专家反映疫情为由，在医院护
士站持注射器挟持、恐吓正在工作
的护士，给被害人造成身心伤害，
并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患者医治无效死亡，亲属如对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处置有分歧意
见，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在李红
军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中，患者
因饮酒过量送卫生院救治无效死
亡，患者亲属纠集多人连续三天在
卫生院聚众闹事，严重扰乱正常医
疗秩序。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
红军、李洪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据最高法介绍，人民法院高度
重视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充分
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持对涉医犯
罪依法从严惩处、及时审判。自
2019 年至今年 4 月，人民法院共计
一审审结杀医、伤医、严重扰乱医
疗机构秩序等涉医犯罪案件 159
件，判决生效 189 人。

据新华社

2020 年 5 月 11 日，天津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
主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
永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
控： 2003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赵正
永利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
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工作调
动、企业经营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单

独或者伙同其妻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
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7 . 17 亿余元。其中 2 . 91 亿余元尚
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赵正永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赵正永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数十人
旁听了庭审。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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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搬厂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全厂长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防水 2820386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吉庆搬家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卷闸门·电动门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977338056

家电·家具维修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18007877699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13152599266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抵押低息贷款18677395925

借 贷 担 保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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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粪改道瓦窑3611670七星580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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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政·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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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开
票

厨厕马桶汽车抽粪
房顶卫生间补漏疏通 2883818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大车80元起
小车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18978385136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不漏水再付款可开发票
退伍军人旧房改造腻子补漏2807111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3977358532

门面出租
南溪山椿记烧鹅4楼门面出租；
崇信路50-2号4楼面积676m2，一
走廊9间房,有大有小，适合做办
公、民宿或教育机构。
联系人：江先生18907834355

西城路步行街旺铺招租
象山区西城路步行街一楼临街

门面，约140平方，设备齐全，

人流量大，可做简餐，超市等。

联系人：李先生 18777398151

门面招租
1、高新区五里店路19号，临街一
层门面75m2；2、高新区青岭西
路，临街一层门面108m2。适合办
公、娱乐、休闲，内有停车场。

联系电话：13788597878

遗 失 声 明
噪龚秦凤遗失广西壮族自治区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号：桂C-2

（18-3）00069542，声明作废。

噪桂林市盛讯通讯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170005125001，声明作废。

租 转 信 息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日公布了
2019 年 10 起不正当竞争领域的典型案
例，包括一公司擅自使用抖音商标标识
混淆视听，被罚 32 万元并责令改名。

广州市抖音电商科技有限公司在其
经营场所装潢及宣传海报上，突出使用
“抖音电商”及“抖音图形”的商标标
识字样，在其宣传单上标注“官方申请
商业版账号，由北京抖音总部 1-2 工作
日内发放”字样等，引人误认为其与
“抖音短视频” App 软件权利人北京字
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

该公司当事人通过上述经营手段与
19 名客户签订了服务合同并提供相应服

务。市场监管部门认为，当事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六条第（四）项的规定。执法机关依法
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收到处罚
决定书 30 日内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并
处罚款 32 万元。

当天公布的其他典型案例还包括：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金黄叶烟酒商店未经
广东金叶连锁有限公司授权，擅自在其
经营场所悬挂带有“广东金叶烟酒专
卖”字样招牌；广东巴蒂米澜智能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私自印制行业知名人士名
片用于相关商业宣传等。

据新华社

据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消息，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结合当前全省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经甘肃省人民政
府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5 月 11 日 16
时起，将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级别由“省级三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省级四级应急响应”。

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介绍，应急响应级别调
整后，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全面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

策略，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四早”
措施，突出重点环节，强化支撑保
障，巩固持续向好的疫情防控成果，
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有力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

据甘肃省卫健委通报，截至 5 月
10 日 20 时，甘肃省连续 35 天无新增
确诊病例报告，连续 43 天无疑似病例
报告，连续 17 天无无症状感染者，连
续 17 天无密切接触者。

据新华社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11 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澳
门总人口达 696100 人，按季增加
16500 人，主要是由于在 2 月 20 日新
入境措施生效前，部分原非居澳的外
地雇员转在澳门居住，令居澳外雇人
数增加所致。

在澳门总人口中，女性人口为

363400 人，占 52 . 2% 。第一季度新
生婴儿共 1383 人，按季减少 201 人，
婴儿性别比为 103 . 4 ，即每 100 名新
生女婴对 103 .4 名男婴。

第一季度死亡人数为 530 人，按
季减少 8 人，首三位根本死因分别是
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
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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