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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12月23日电 （记
者罗沙 王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3日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
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再审案依法公开宣判，决定维持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2月一审对
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狱
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
合并，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

宣判后，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
采访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
责人。

记者：此次再审决定维持 1998
年法院对孙小果一审判处死刑的判
决，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答：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
明，1997年4月至6月期间，孙小果
以劫持、威胁等方法控制被害人，并
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对一名17岁和
两名15岁的未成年少女、一名未满
14岁的幼女实施强奸。

孙小果所犯强奸罪具有公共场
所劫持和强奸妇女多人等两个特别
严重情节，并具有当众强奸、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强奸未成年少女及幼
女（其中有两人系在校学生）、刑罚
执行期间又犯罪、强奸再犯等多个
法定或酌定从重情节，孙小果的强

奸犯罪已达到1979年刑法判处死
刑的量刑标准。

同时，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
及同伙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17岁少
女，对二人进行暴力伤害和凌辱摧
残，致一名被害人重伤，犯罪手段极
其凶残，令人发指，构成强制侮辱妇
女罪和故意伤害罪。1997年7月13
日、10月22日，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
在公共场所追逐、拦截、殴打致伤三
名被害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
构成寻衅滋事罪。

孙小果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
性极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属于罪
行严重、罪大恶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其犯
罪手段、犯罪情节、犯罪主观恶性、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评价
后，认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
年 2月一审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
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与1994年犯强奸罪未执行刑期
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
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法予
以维持。

记者：本次再审中，发现原再审
判决和二审判决有哪些错误？云南
法院系统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案历
经 1998 年一审、1999 年二审以及
2007年原再审三次审理。本次再审
查明，本案原再审和二审否定一审认
定孙小果强奸幼女的事实并据此改
判，与本次再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存
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二十多年来，孙小果多次犯罪却
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相关犯罪
事实以及司法腐败情节触目惊心，严
重挑战社会公众及法律的底线，社会
各界高度关切，对事实真相拭目以
待。彻底查清孙小果案，对案件所涉

“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
息，彰显司法机关直面问题、勇于纠
错，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下一步，云南法院系统将抓住孙
小果这一典型案件，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查找案件
中反映出来的队伍管理教育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查找执
法办案监督制约机制中存在的漏洞、
短板，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加强整改
教育，切实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执法
能力和水平。

记者：孙小果近日已因出狱后涉

黑犯罪被判二十五年，为何要将本次
再审确定的刑罚与之合并，决定执行
死刑？

答：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
数罪并罚及刑罚执行的有关规定，对
孙小果本次再审确定的刑罚和其
2013年至2018年所犯涉黑犯罪判
处的刑罚不能分开执行，必须进行衔
接和合并。

因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孙
小果涉黑犯罪的生效判决与本次再
审确定的刑罚依法予以合并，决定对
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记者：为何将孙小果 1997 年案
件再审、出狱后再次涉黑犯罪案件及
其“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分开在不
同法院审理？

答：刑事诉讼法规定，各级人民
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
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
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案中，
发现孙小果案原审判过程中审判人
员存在受贿、徇私舞弊行为，致使原
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
在错误。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
论后作出决定，依法对孙小果强奸、

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案启动再审。

孙小果案案情错综复杂，既涉及
其1994年、1997年以及出狱后等多
次犯罪，又涉及与其相关的19名公
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因
此，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孙小
果旧案，云南其他法院审理孙小果涉
黑犯罪及其“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
有利于对孙小果的整个犯罪事实及

“关系网”“保护伞”进行全面梳理，对
其犯罪行为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
评价和审判。

本次再审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的诉讼权利。同时，本次再审对涉及
被害人隐私的部分依法不公开开庭
审理，法院、检察机关还通过对被害
人作证视频中被害人画面进行模糊、
被害人及证人远程视频出庭作证等
方式，尽最大努力保护其隐私。

记者：孙小果最终是否会被执行
死刑？

答：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判决
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本
案宣判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
照死刑复核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结
果依法执行。

孙小果为何被判死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孙小果再审案宣判答记者问

新华社昆明12月23日电 2019
年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制侮
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再审案件依法公开宣判，判决认为该
院2007年9月作出的原再审判决以
及1999年3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孙
小果的定罪量刑确有错误，依法予以
撤销，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判处死刑
的判决，并与其出狱后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
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
理查明，孙小果因1994年犯强奸罪，
于1995年12月被昆明市盘龙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诉
后被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
办理期间，其父母通过伪造病历帮助
孙小果非法取保候审、保外就医，致
使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
长期逍遥法外。

在未收监执行期间，孙小果于
1997年4月至6月以暴力和胁迫手
段强奸四名未成年少女，其中一名为
幼女（未遂），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且
在犯罪中具有强奸妇女多人和在公
共场所劫持并强奸等特别严重情节，
同时还具有非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

由、当众强奸、强奸未成年人、刑罚执
行期间又犯罪、强奸罪再犯等多个法
定或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1997年11月7日，孙小果及同
伙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17岁少女，
对二人进行暴力伤害和凌辱摧残，致
一名被害人重伤，犯罪手段极其凶
残，其行为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和故
意伤害罪。1997年7月13日、10月
22日，孙小果伙同他人肆意在公共
场所追逐、拦截、殴打他人致三名被
害人受伤，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
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认为，孙小果无视国家法律，多次实施
犯罪，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
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
性极大，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
大，属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该案
原再审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
律确有错误，本次再审依法予以纠
正。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2月
一审认定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侮辱妇女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1994年犯
强奸罪未执行刑期二年四个月又十二
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
当，依法应予维持。

本次再审期间，云南省玉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孙小果于
2013至2018年间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
作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维持原判
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该判决已经
生效，所判处的刑罚应与本次再审确
定的刑罚合并执行，决定对孙小果执

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孙小果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
及各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宣判。

决定执行死刑
4名中国船员
在加蓬遭挟持

新华社利伯维尔12月23日电（记者王松宇）
中国驻加蓬使馆23日证实，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奥文多港口海域22日晨发生一起海盗袭击事
件，中加渔业公司2艘渔船遭抢劫，船上4名中
国籍船员被挟持带走。

中国驻加蓬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指
导企业向当地渔政部门和警方报案，并即派官员
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慰问相关企业；同时紧急同
加蓬方面联系交涉并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全力展
开追查搜救行动，保障有关船员安全。加方目前
已加强海上安全措施，并开展相关工作。

使馆并提醒中国在加蓬企业和公民加强安
全防范，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与使馆联系寻
求协助。

广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1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东湖路5号101、103房进行公开
招租。建筑面积分别为：101房26.99m2，103房27.28m2，一面
临海口市东湖路，可作为商业铺面使用，挂牌底价分别为：101
房68016元/第一年，103房68748元/第一年。租期为3年，第
二年开始以后每年在上年基础上递增6%，公告期为：2019年
12月24日至2020年1月7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
网（http://ejy365.com）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0孙女
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1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坡博路1号虹冠大厦公寓
2单元301室。标的建成于约2000年，建筑面积：134.67m2，占
地面积：9.94m2，房屋用途为住宅，挂牌价103.98万元。公告期
为：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2月3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
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
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7HN009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 A29333 三力牌
CGJ5256GFL粉粒物料运输车，挂牌价格为147529元。公告
期：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1月7日，车辆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
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1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位于万宁市兴隆旅游度假区莲
兴路南侧、碑头水库北侧两宗城镇住宅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两
宗土地面积共计132598.48m2。

一、挂牌价格：60703.59万元。
二、公告日期：2019年12月24日到2020年1月20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
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4日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动征收，
现场征收编号道客F101。位于海口市道客村二里89-1号。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2006年开始建房，2007年使用
房屋第一层门面用于出租（经营范围：门面一部分经营为食品小卖店、
水吧、一部分为广告销售），期间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直至2015年
12月6日红城湖棚改项目启动，道客社区进行房屋拆迁导致2016年

2月停止营业。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铺面面积
为176.98m2，经营期限自2007年至2016年2月。现对上述基本情况
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逾期我部将
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387690222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2月23日

公示

海南产权交易所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2019）龙拍委字第5号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0年1月9日10:30时
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厅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
开拍卖，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物：位于
海口市金盘路27号A栋第一层车库（面积464.94平方米）。参考
价：293.28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二、标的物展示咨询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月7日17:00时止。三、竞买登记手续办
理：竞买人应于2020年1月7日17:00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
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光
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须填
明：（2019）龙拍委字第5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竞买人应于拍卖日前到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产权交
易所报名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四、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
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层；电话：0898-66558010（孙女士）；拍卖单位：海南天锤拍卖有
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宇建国贸城二单元2609房；电
话：0898-68528518，13322069388；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监
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庆豪·天悦
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

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庆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庆豪·天悦项目位于海口

市长秀开发区西北片,现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
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J太阳能核字[2019]
006号）审查，拟补偿建筑面积1924.3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
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2
月24日至2020年1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12月24日

受法院委托，将于2020年2月11日10：00—2020年2月12日
10:00止（延时除外）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详情见评估报告）：位于海口市新世界花园
天湖阁 Q2 栋 1B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HK185743，建筑面积：
269.96m2，规划用途为住宅，房产登记信息为海口市新埠大道一号海
口新世界花园Q2栋一至二层1B号）。起拍价：304万元，竞买保证金
40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二、咨询展示时间及地点：2020年2月5
日、6日，与我公司联系查看标的或自行查看，其他时间可自行查看。
未查看标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三、办
理登记手续：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2月10日15：00时前（到账为准）
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指定账户（户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
号：000000028004100000378；开户行：齐鲁银行济南市中支行）并

备注“海口市天湖阁拍卖保证金”，逾期不办理竞买手续，并持有效证
件联系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者拍卖结束后无息退还保
证金。汇款人名称与成交后的成交确认书中名称一致。四、拍卖方
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起拍价即为保留价。五、相关权利义
务：1、拍卖财产移交、过户涉及的一切税费，欠缴的物业费、水电费等均
由买受人承担；2、与标的物有关的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
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
活动的整个过程。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应经法院确认后享有拍卖优
先购买权，未参加竞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3、竞买人成功竞得标的
物后，买受人与拍卖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书中载明实际买受人
姓名及其他相关信息。六、法律责任：竞得者应于2020年2月28日前
将拍卖成交款全额打入法院指定账户，逾期未足额缴纳者将承担违约
的法律责任。悔拍后保证金不予退还。七、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
必仔细阅读拍卖人制定的拍卖须知。联系电话：0531-88815869,杨经
理：13001715788，刘经理：18660199511。法院监督电话：0531-
89256683。公司地址：济南市舜风路101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4号楼。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伊朗或进一步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德黑兰12月22日电（记者穆东）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阿里·沙姆哈尼22日
表示，如果欧洲方面不能履行相关承诺，伊朗将进
一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沙姆哈尼当天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
说，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欧洲方面的三
个协议签字方承诺维护协议并保证伊朗利益，但
到目前为止，它们并没有履行承诺。

他表示，欧洲方面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维护伊核协议。如果它们不能履行相关承诺，
伊朗将采取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五阶段措施。

菲律宾9人饮椰酒丧生
菲律宾警方23日通报，9人因饮用本土出产

的传统菲律宾椰酒不幸身亡、100多人入院治疗。
警方说，在拉古纳省黎刹镇近日一场聚会上，

8名居民因饮用一种当地品牌传统椰酒丧生，至
少122人因出现胃痛、呕吐、部分肢体麻木等症状
入院治疗，有些人已失去意识。

奎松省坎德拉里亚镇发生另一起饮椰酒致死
事件，一名居民与邻居饮用私人酿制椰酒3天后
于本月22日死亡，另有6名同饮者被送往医院，
其中两人陷入昏迷。

椰酒是菲律宾拉古纳、奎松等地常见的一种
传统蒸馏酒，酿制时需收集椰子汁液后煮熟、发酵
并蒸馏，酒精含量一般在40%左右。一些私人家
庭作坊也酿制椰酒，蒸馏时卫生状况堪忧。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5名涉案人员被判死刑

据新华社利雅得12月23日电 （记者涂一
帆）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院23日说，沙特记者卡舒
吉遇害案5名涉案人员被判处死刑。

沙特总检察院当天发布声明说，利雅得刑事
法庭对5名直接参与谋杀卡舒吉的男子判处死
刑，3人因涉案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另有3人被
判无罪。

卡舒吉案经过九次开庭，在第十次开庭时做
出判决。

卡舒吉遇害前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供
稿，去年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同月20日，沙特检察机
关宣布卡舒吉死亡。同月25日，沙特总检察长萨
乌德说，卡舒吉死于谋杀。去年11月15日，沙特
检察机关发表声明，宣布起诉11名犯罪嫌疑人。

云南高院依法公开宣判
孙小果再审案

图为宣判现场。 新华社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