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空抛物最高可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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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
记者 14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
空抛物、坠物行为 ，最高法近日
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根据这份
意见， 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
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
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
处罚。

意见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
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为
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
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从重惩
治高空抛物犯罪。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般不
得适用缓刑：多次实施的 ；经劝
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在人
员密集场所实施的；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

在高空坠物方面 ， 意见规

定， 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
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第二
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
定的， 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

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 。 在生
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
定，从高空坠落物品 ，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
罪定罪处罚。

意见还提出，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人民法院要综合运用民事
诉讼证据规则，最大限度查找确
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

担侵权责任；对于物业服务企业
未尽到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造
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
生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也要追
究其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隐
匿、销毁、篡改或者拒不提供相
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定
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

人表示，人民法院将依法严惩高
空抛物行为人 ， 充分保护受害
人 ， 依法公正稳妥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民事案件 ，充分发挥司
法裁判的引领、规范作用 ，依法
明确物业服务企业责任，推动其
进一步加强管理、 改进工作，更
好发挥应有作用。

■新华社传真图片

最高法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意见， 明确对于故意
高空抛物的， 根据具体情
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
故意杀人罪论处， 同时明
确物业服务企业责任。 一
段时间以来，高空抛物、坠
物事件不时发生， 让楼下
行人“步步惊心”，对公共
安全造成威胁。 治乱象当
用重典， 从法治层面对此
类现象加强惩治和防范，
无疑是标本兼治的良方。
既严惩违法行为， 又压实
管理责任， 形成依法治理
的合力，才能切实守护“头
顶上的安全”。 ■新华社
北京 11 月 14 日电

切实守护“头顶
上的安全”

公安部 14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今年 1 月起，公安部组
织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净
网 2019”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北京 、江苏 、海南公安
机关网安部门侦破多起利用“暗
网”实施犯罪案件。

北京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于

今年 7 月在湖南、广东等地抓获
利用“撞库”等黑客技术获取境
内外电商数据库并通过 “暗网”
出售获利的犯罪嫌疑人 3 名，于
8 月在江苏抓获通过 “暗网”售
卖淫秽视频 95 部的犯罪嫌疑人
1 名。 江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于
今年 5 月抓获在“暗网”上贩卖
南京 1400 余万条居民社保数据
的犯罪嫌疑人 3 名。海南公安机
关网安部门于今年 8 月抓获在
“暗网” 上贩卖 9 万余条学生数
据的犯罪嫌疑人 2 名。

今年以来，全国共立“暗网”
相关案件 16 起，抓获从事涉“暗
网”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
25 名， 其中已判处有期徒刑 2
名，刑事拘留 23 名。

———黑龙江公安机关网安

部门侦破“7·30”网络“套路贷 ”
专案。

今年 5 月 25 日，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居民宋某报案称，其通
过 APP 贷款 1500 元后，被平台
不断套路，向其推送 55 个“套路
贷”APP， 诱其以贷还贷，5 个月
时间欠款 35 万元， 有时一天需
要还款 2 万多元。宋某无力偿还
贷款，“套路贷”平台通过骚扰电
话、恐吓信息、诱导借款等形式，
不断对其本人、家人、同事、朋友
进行各种方式的“软暴力”催款，
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案件发生后，七台河市公安
局成立专案组，从本地被“套路
贷” 受害者和催收团伙入手，侦
获一条集实施“套路贷”犯罪团
伙、催收团伙以及帮助“套路贷”

犯罪的技术服务商、数据支撑服
务商、 支付服务商完整犯罪链
条。 8 月 10 日开始，专案组对该
案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截至目
前， 该案共打掉犯罪团伙 9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80 名， 查封冻
结涉案资产 7 亿元，提取各类涉
案数据 205T， 涉及被催收人员
达到 7 万余人。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从

这些案件线索出发，组织全国展
开集群战役 ，9 月 1 日以来 ，各
地网安会同刑侦部门收网打掉

团伙 147 个， 抓获嫌疑人 1531
名，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98 名，
铲除了一批帮助犯罪的技术服

务商、数据支撑服务商、支付服
务商，实现了对“套路贷”犯罪规
模打击、生态打击。

———浙江公安机关网安部

门侦破“1·17”非法生产、销售 、
使用针孔摄像头专案。

今年年初，浙江公安机关网
安部门工作发现一涉及生产、销
售、使用联网型针孔摄像头案件
线索。浙江省公安厅立即成立由
网安部门牵头、多警种参与的联
合专案工作组。 专案组深挖扩
线，追根溯源，完整查清一条由
方案设计商、硬件生产商、二级
生产商、代理经销商等 4 个层级
构成的非法生产、销售针孔摄像
头的黑色产业链条。

7 月 8 日开始， 专案组陆续
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收网行动，抓
获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
犯罪人员 26 名， 治安拘留使用
针孔摄像头偷窥他人隐私违法

嫌疑人 17 名， 抓获组织卖淫犯
罪嫌疑人 3 名、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犯罪嫌疑人 1 名，治安
拘留卖淫嫖娼等违法人员 25
名，并发现一批涉及国内其他省
市、涉嫌非法销售和使用针孔摄
像头的犯罪线索。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指

导全国公安机关对相关线索进

行侦办，成功抓获并处理涉嫌非
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非法生产
销售窃听窃照器材、 敲诈勒索、
组织卖淫、偷窥隐私等违法犯罪
人员共 350 人，收缴摄像头 5500
余个。

———山东公安机关网安部

门侦破“3·15”非法利用信息网
络案。

今年 2 月，山东烟台公安机
关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
网上大量出售迷奸药品。烟台市
公安局网安支队和龙口市局组

成专案组，经过全面梳理、细致
摸排，成功锁定以杨某、刘某为
首配置、 销售含有冰毒成分、精
神类麻醉类药品成分的迷奸药

物犯罪网络和以曲某为首贩卖

国家管制的精神类麻醉类药品

犯罪网络。
3 月 24 日开始，专案组抽调

50 余名警力， 奔赴全国多个省
市开展抓捕行动， 成功打掉配
置 、 销售迷奸药物犯罪团伙 2
个，捣毁生产、存储迷奸药物窝
点 7 处，抓获杨某、刘某、曲某等
主要犯罪嫌疑人 18 名， 收缴成
品迷奸药物 198 瓶 、 处方药品
317 盒、日本产强力安眠药 4700
粒， 以及其他大量违禁药品，铲
断一条从日本走私违禁药品的

地下渠道。
经查，犯罪嫌疑人杨某从上

家购买冰毒后配制 “眼药水”等
催情药物。犯罪嫌疑人刘某使用
精神类、麻醉类药品配制“天使”
等昏睡类迷奸药物。杨某配置的
“眼药水”与刘某配制的“天使”
配合使用可致受害人精神恍惚

长达 24 小时之久。 犯罪嫌疑人
曲某团伙通过医院、医药公司和
境外代购等非法渠道大量购入

国家管制的精神类、 麻醉类药
品，再利用互联网出售获利。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从青海省玛可河林

业局获悉 ，1998 年国家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以来 ，
玛可河林区森林覆盖率提高

18.5%，当地珍稀动植物数量
稳步增长， 流域涵水给养能
力显著提升。

玛可河林区位于青海省

南部， 是长江源地区面积最
大、 分布最集中的天然原始
林区， 总面积 10.18 万公顷。
林区的川西云杉、 紫果云杉
等主要优势树种， 大多分布
在海拔 3200 米到 4200 米之
间的极限生长地带。

1998 年以来， 玛可河林
业局全面加强反盗伐、 反盗
猎等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规
模人工造林工程， 实施至今
成效明显。

玛可河林业局副局长保

英珍告诉记者 ， 每年 4 至 5
月， 该局全体干部职工及林
区牧民共同上山植树， 日均
栽种 200 至 400 株树苗。 由
于气温低、海拔高，树苗生长
很慢，年轮极其密集，成林不
易。

记者近日在玛可河林区

采访了解到， 当地树干直径
达到碗口大小， 需要生长近
60 年。 1998 年栽种的树苗 ，
如今树干直径仅 10 厘米。

通过过去 20 年来的保
护和造林工作， 玛可河林区
森林覆盖率由 51%增加到
69.5%， 提高 18.5 个百分点。
森林蓄积量由 420 万立方米
提高到 483 万立方米， 平均

每年增长 3.3 万立方米。
随着整体生态环境趋

好， 当地珍稀动植物资源恢
复迅速。 截至目前，玛可河林
区共发现森林植物 67 科 297
属 888 种，其中红花绿绒蒿、
角盘兰、 桃儿七等被列入国
家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此外，玛可河林区还陆续
监测到白唇鹿 、 金钱豹 、雪
豹、林麝等 12 种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 ， 以及棕熊 、猕
猴、马鹿等 32 种国家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

“玛可河林区野生动植物
及森林资源的整体恢复 ，为
长江源头地区创造了平衡 、
多样、 日益趋于原真的生态
环境， 对于保护整个长江流
域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 ”青海省林草局局长李
晓南说。

据最新监测结果显示，长
江源区干流 8 个监测断面水
质均达二类以上标准， 状况
优良 ，经絮凝 、沉淀 、过滤等
常规净化处理即可供生活饮

用。与 2005 年至 2012 年间的
输水情况相比， 包括长江源
在内的整个三江源地区近年

年均向下游多输送近 60 亿
立方米的清洁水。

监测结果同时显示，得益
于长江源区植被覆盖率的稳

步提升， 当地水土流失大幅
减少。 作为涵养长江流域的
巨大 “海绵 ”，其涵水能力正
逐步提高。
■新华社西宁 11 月 14 日电

公安部通报
“净网 2019”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流域涵水给养能力显著提升

长江源区森林覆盖率
20年提高近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