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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罪犯伏法
新华社武汉 2 月 9 日电 记者从湖北省咸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今日，经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的
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执行死
刑。
1993 年以来，被告人刘汉、刘维伙同他人
以合法成立的四川汉龙集团等公司、企业为依
托，组织、领导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该黑社
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结构稳定，骨干成员基本
固定，刘汉、刘维系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唐先
兵等 9 人系骨干分子，被告人张东华、田先伟等
21 人系一般成员。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为树立其
非法权威，维护其非法利益，为非作恶，欺压、残
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妨害公务、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窝藏等数十起犯罪活动以及随意殴
打他人、聚众赌博、串通拍卖等 11 起违法行为，
共造成 8 人死亡、 多人受伤等极其严重的危害
后果。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及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和纵容，称霸一
方，在四川省广汉市、绵阳市、什邡市等地形成
重大影响，并对广汉市的赌博游戏机行业形成
非法控制，严重破坏了上述地区的经济秩序和
社会生活秩序。
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是党
的十八大后依法查处的性质特别恶劣、危害特
别严重的刑事案件。 2014 年 2 月 20 日，咸宁市

2015 年 2 月 10 日

人民检察院对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案件提起公诉。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
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同年 2 月 21 日立案
受理。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
于同年 5 月 23 日公开开庭宣判，以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对刘
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等 5 名被告人
判处死刑。 宣判后，刘汉、刘维等被告人提起上
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
同年 8 月 7 日公开开庭宣判， 维持对刘汉、刘
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等 5 名被告人的死
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刘汉、刘
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进行了复核。 死刑
复核期间，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
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刘汉、刘维
等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危害当地
经济、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社会危害性极大。刘汉、刘维组织、领导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实施故意杀人 5 起、 故意伤害 1
起、非法拘禁 1 起，共致 8 人死亡、2 人轻伤、1
人轻微伤，还实施了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妨害公务、
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窝藏等行为。 在故意杀害
王永成的共同犯罪中，刘汉提出杀人犯意，事后
藏匿、资助组织成员，起组织、指挥作用；刘维提
供作案所用枪支。 在故意杀害陈富伟等三人的
共同犯罪中，刘维直接授意、指使组织成员实施

国资委要求利润下降的
央企工资总额不得增长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国务院国资委 9 日发布
《关于认真做好 2015 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
作的通知》， 部署新一年度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
根据通知，2015 年利润总额下降的央企， 工资总额将不
得增长。
根据通知要求， 对于新一年度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
值指标，中央企业要在确定基本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奋斗目标，奋斗目标要比基本目标高 15％以上，且高
于上年实际完成值， 基本目标和奋斗目标将一并纳入中
央企业负责人与国资委签订的业绩责任书。
通知明确，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等目标值比上年下
降较多的企业， 无论完成情况如何， 考核等级不得进入
Ａ 级。 而关于工资水平，通知说，企业利润总额目标值比
上年增长的， 工资总额按照行业工资增长调控线适用范
围合理确定，而对于利润总额目标值下降的，同口径工资
总额不得增长。

杀人行为，起组织、指挥作用；刘汉事后窝藏刘
维。在故意杀害周政的共同犯罪中，刘维直接授
意、 指使组织成员实施杀人行为， 提供作案枪
支，事后为作案人员提供藏匿处所。故意杀害熊
伟的共同犯罪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唐
先兵为维护组织利益而实施， 该起犯罪系黑社
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 在故意杀害史俊泉的
共同犯罪中，刘汉直接授意、指使组织成员具体
实施，刘维提供作案工具，后刘汉、刘维自动放
弃犯罪，系犯罪中止。 在故意伤害尚东泉、黄伟
的共同犯罪中，刘汉、刘维对组织成员为维护组
织利益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事后认可， 窝藏并
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法律追究或减轻罪责。 上述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均系该黑社会性质
组织实施的犯罪，刘汉、刘维系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组织者、领导者和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
当按照其所组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犯
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刘汉、刘维等人组
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开设赌场行为，均系情节严重。
除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外，刘
汉作为汉龙集团的实际控制者、 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还应对汉龙集团实施的骗取贷款、票据
承兑、金融票证犯罪承担罪责，刘汉所犯骗取贷
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情节特别严重；刘维
还授意、指使他人故意伤害致 1 人死亡。
被告人唐先兵积极参加被告人刘汉、 刘维
等人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下，实施故意杀人 3 起，

致 2 人死亡，实施故意伤害 1 起，致 1 人死亡、1
人轻伤，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应当按
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
被告人张东华参加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
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故意杀人犯罪 2 起，
致 4 人死亡、1 人轻伤、1 人轻微伤。张东华系累
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虽然张东华归案后检举他
人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依法
不足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田先伟参加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
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故意杀人犯罪 2 起，
致 4 人死亡、1 人轻伤、1 人轻微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刘汉、刘维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实施故意杀人
犯罪；被告人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直接实施故意杀人犯罪，唐先兵还
实施故意伤害犯罪。 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
华、田先伟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犯罪
性质极其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均应依法
惩处并数罪并罚。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
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刘
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死刑。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
执行死刑命令，将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
华、田先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依照
法律规定，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
安排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会
见了近亲属， 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
利。

←2 月 8 日，参加杭州市余
杭区塘栖古镇长街宴的外来务
工人员与同伴举杯共祝新春。
古镇桥头饭菜飘香， 百米
酒席沿河陈设——
—在老一辈塘
栖人的回忆里， 这是很久以前
的年夜饭画面。 随着羊年春节
临近，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
栖镇在 2 月 8 日再一次摆出了
许久未见的传统长街宴； 而这
次受邀赴宴的， 是 100 多名在
塘栖镇打工的外乡人。
塘栖镇政府部门和企业表
示，摆起长街宴，请外来务工人
员吃一顿传统的塘栖年夜饭，
是为了感谢他们这一年的辛勤
劳动和对塘栖的贡献。 塘栖政
府和企业代表还特意准备了特
产、春联等新春礼物，让这些异
乡人带着温暖喜庆回家过年。
新华社发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 2015 年春节元宵节
期 间 旅 游 安 全 工 作 的 通 知》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 2015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 2015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确保广大游客
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对于公
开举办的旅游大型集会和节庆活动，要严格审批报备制度。对
于在旅游景区内自发形成的聚集活动， 要提前制定安全保障
措施。要督促相关企业制定“
两节”期间应急预案，特别是旅游
大型集会和节庆活动、重点旅游景区、高星级旅游饭店要有防
踩踏、消防等专项预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针对人群密集场所
联合开展防踩踏、消防等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综合整治旅游市场，重
点整治行业垄断、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非法行为，
畅通游客投诉渠道，妥善处理节日期间旅游纠纷。充分利用交
通枢纽、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游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等
游客聚集场所，做好文明旅游宣传，重点做好对出境游客的文
明宣传，营造文明有序的旅游市场秩序。

◇国际在线◇

首轮联合国气候谈判在日内瓦开幕
新华社日内瓦 2 月 8 日电 2015 年首轮联合国气候谈判
８ 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旨在为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
成新协议做准备。
本轮谈判为期 6 天， 主要任务是落实去年底举行的利马
气候大会的成果，谈判各方将对利马气候大会达成的一份 37
页的协议草案进行压缩， 以期在 5 月前形成巴黎气候大会新
协议的谈判草案。

2 月 9 日，维和防爆队员在训练场集合。
当日，中国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在山东济
南举行集训汇报演练，140 名维和队员分组展示了各个课目
的训练成果。 据了解，此次实战集训是维和防暴队出征前的
最后一次集训，为赴利比里亚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打下坚实
基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