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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女儿被逼卖淫案

最高法不核准两被告人死刑发回重审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12 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最高人民法院委
托，向“唐慧女儿案”两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
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重新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强迫卖淫等死刑复核案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讯问了
被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并赴当地
调查核实证据，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2006
年，被告人秦星伙同其男友陈刚（同案被
告人，已判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潇
湘中路柳子大酒店旁租房经营 “柳情缘

休闲屋”（以下简称“柳情缘”），并采取招
募、容留等手段组织蔡某某、陈某某、王
某某等多名女性在该店内或前往宾馆等
处卖淫。

2006 年 10 月 1 日下午， 被告人周
军辉到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市职业技术学
院医学院对面东方红超市负一层 “快乐
溜吧”溜冰，结识了被害人张某某（唐慧
之女，时年 10 岁），后周军辉返回医学院
附近的“漂亮宝贝”理发店上班。 之后，
张某某来到“漂亮宝贝”理发店，与周军
辉一起吃晚饭。 当晚，周军辉将张某某
带至永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对面的
“蓝色吧”出租屋内看碟、留宿并发生了
性行为。 次日上午，周军辉带张某某离
开了“蓝色吧”出租屋，在前往“漂亮宝

贝”理发店的途中，张某某被其舅母发现
带回家。

2006 年 10 月 3 日下午， 张某某再
次到“漂亮宝贝”理发店找被告人周军
辉，周军辉通过朋友“魏勇”与陈刚联系
后，将张某某带至“柳情缘”，交由被告人
秦星安排张某某卖淫。 此后， 周军辉多
次从秦星处领取张某某卖淫所得款共
1000 余元，外出打工后又委托朋友魏治
敏（绰号“韦剑”）继续领取张某某的卖淫
所得款。 其间， 张某某因不服从卖淫安
排，与秦星发生争吵并朝秦星脸部打了
一巴掌。 陈刚见状朝张某某脸部打了一
下， 周军辉闻讯赶来亦打了张某某脸部
一下，要张某某尊重老板、听从安排。

2006 年 12 月下旬，张某某被刘润、

蒋军军、兰小强、秦某（均系同案被告人，
已判刑） 接出饮酒并被采取暴力手段强
行奸淫。 同月 30 日，张某某被其亲属找
到并带离“柳情缘”。 经鉴定，张某某患
生殖器疱疹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伙同他人利用被害人年幼、 身心脆
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特点，采取暴
力、胁迫等手段，强迫不满 14 周岁的幼
女卖淫，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强迫卖
淫罪； 周军辉明知被害人是不满 14 周
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
成强奸罪；秦星伙同他人采取招募、容留
等手段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其
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均应依法数罪并
罚，予以惩处。周军辉、秦星强迫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多次卖淫，控制卖淫所得，其
间被害人又被他人轮奸， 致被害人患有
生殖器疱疹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严重侵
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犯罪性质恶劣，犯
罪情节、犯罪后果严重。在强迫卖淫的共
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
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一审判决、 第二审裁定认定的强迫卖
淫、强奸、组织卖淫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定罪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 鉴于周
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
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
严重， 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 本案复核期间出
现新的证据， 可能影响对秦星是否构成
立功的认定，依法应予查明。

为何不核准周军辉、秦星死刑？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核准 “唐慧
女儿案”两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死
刑。 就被告人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
等死刑复核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负责人 12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 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最高人民法
院对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案的审查过程。

答：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被告人周军
辉、秦星强迫卖淫等死刑复核一案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讯
问了周军辉、 秦星及陈刚等多名同案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和被
告人、被害人亲属意见，并赴当地调查核
实证据，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适
用法律、审判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查。 经
合议庭评议，依法作出了不核准死刑的
裁定。

问：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周军
辉、秦星等人构成强迫卖淫罪的理由是
什么？

答： 强迫卖淫罪， 是指违背他人意
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迫使
他人卖淫的行为， 是一种以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尤其是性自主权为主要客体的严
重犯罪。 判断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等人
是否构成强迫卖淫罪，主要取决于两方
面：一是被告人是否对被害人实施了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行为；二是被害人
张某某卖淫是否违背其本人意愿。 根据

我院复核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足以认定
周军辉、秦星等人构成强迫卖淫罪。

第一，被告人周军辉、秦星等人为迫
使被害人张某某卖淫，实施了暴力、胁迫
行为。 根据张某某的陈述、 证人陈某某
的证言和周军辉、秦星、同案被告人陈刚
的供述可以证实， 张某某因不服从卖淫
安排，与秦星发生争执时，被周军辉、陈
刚各打脸部一下。 虽然周军辉、陈刚实
施的暴力程度较轻，但被告人是成年人，
且系多人，而被害人年仅 10 岁，孤身年
幼、身心脆弱、易受伤害，缺乏自我保护
能力，此情形足以对被害人形成较强的
精神强制，迫使其不敢反抗。

第二， 被害人张某某卖淫明显违背
其本人意愿。 案发时张某某是年仅 10
岁的幼女，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性行为
的性质、后果缺乏认知和判断能力，不具
有性的自主权， 缺乏自愿卖淫的基础。
张某某本人亦始终陈述，其系被迫卖淫。
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认定， 张某某患创
伤后应激障碍，“该病的发生与被强迫
卖淫所受的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关
系”。 被害人的陈述与司法精神病鉴定
意见一致，说明卖淫违背被害人的意愿，
给其心理造成伤害。

被告人周军辉、 秦星违背被害人张
某某的意愿，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张

某某卖淫， 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
规定，已构成强迫卖淫罪。

问：此案复核期间出现哪些新证据，
可能影响对被告人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
认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本案期间，对
被告人秦星是否制止同监人员周兰兰自
杀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调取了看守
所的监控录像及在场部分同监人员的辨
认笔录等新证据， 上述新证据可能影响
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 由于新证
据未经当庭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现已随案移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由
湖南高院通过开庭审理进行核实。

问： 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被告人周
军辉、秦星死刑的理由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始
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
原则，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
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贯彻特殊、
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
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强
迫他人卖淫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如大
规模强迫卖淫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强
迫多名幼女卖淫的，多次在公共场所劫

持他人拘禁后强迫卖淫的， 或者强迫卖
淫手段特别残忍、 造成被害人严重残疾
或者死亡等情形， 才可考虑判处死刑。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应结合行为
人强迫卖淫的人次规模、作案对象、犯罪
手段、强制程度、犯罪后果、社会影响等
因素综合加以判断，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本案中，被告人周军辉、秦星强迫不
满 14 周岁的幼女多次卖淫， 控制卖淫
所得，其间被害人又被他人轮奸，致被害
人患有生殖器疱疹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严重侵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 犯罪性质
恶劣，犯罪情节、犯罪后果严重，二被告
人在强迫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均应依法惩处。 但根据被害
人陈述及证人李某某、蔡某某、陈某某等
的证言， 证实被害人可与其他证人结伴
外出、经常到附近网吧上网，未被完全限
制人身自由， 除有一次因不服从卖淫安
排，被打脸部外，未发现被害人受到二被
告人的其他暴力侵害。鉴于周军辉、秦星
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
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 第一
审判决、 第二审裁定对二被告人以强迫
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 此
外，本案复核期间又出现新的证据，可能
影响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 依法
应予查明。 据此， 我院依法裁定不核准
二被告人死刑， 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6 月 12 日，上诉人麻永东（前右二）在彭阳
县人民法院法庭上。

当日，宁夏彭阳“10·14”特大杀人案二审在
彭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庭未宣判。 2013年
10月 14日， 彭阳县红河乡文沟村麻永东将岳父
一家四代 7口人杀害。 2014年 3月 21日法院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麻永东死刑， 麻永东在上诉期限
内向宁夏高院提起上诉。 新华社发

宁夏彭阳灭门案二审开庭

父亲砍死追星女儿
被判有期徒刑 12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专电（记者涂铭）因沉
迷追星的女儿一句“我爱明星比爱父母重要”，一
向对女儿疼爱有加的父亲在争吵中挥刀将女儿砍
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2 日对这起案件
作出一审判决，因获得家人谅解，行凶者李某被法
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 12年。

检方指控称，2013 年 11 月 8 日 8 时许，李
某在丰台区家中因琐事与其女南南（化名，殁年
13 岁）发生争吵。 在争吵中，被告人李某持菜刀
砍击南南头面部，致南南失血性休克死亡，后李某
用菜刀割腕自杀未遂，电话报警投案。

李某供述称， 事发当天早上因女儿上学出门
晚，父女二人爆发争吵。 争吵之中，南南说了一句
“我爱明星比爱父母重要”，想到之前女儿因追星
后的种种作为，他失去理智后对女儿挥刀。

据了解， 李某妻子此前向法院提出了共计
117 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4 月 28 日
此案第一次开庭时， 代理李某妻子出庭的李某岳
父曾态度坚决地要求严惩李某。 但 12日开庭时，
李某岳父向法院提交一份谅解书， 称李某杀女属
于偶然情绪过激，平时他尽心尽力照顾家人，对女
儿爱之深恨之切，因家庭条件不好，妻子有精神残
疾，他长期承受生活压力，因此愿意原谅李某，并
决定撤销对李某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
人罪，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周军辉、秦星在法庭上。 （电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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