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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正当防卫

A05

扫二维码
查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具体情况

这些争议案件都算正当防卫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
看新闻学法律

同事因经常旷工受到公司处罚，
结果反来殴打
我，
我防卫时不慎杀人算正当防卫吗？农妇打完农
药遭遇强奸，
用药水箱软管勒死施暴男子，
算正当防
卫吗？昨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给出了答案。

案例
男子欲强奸归家农妇反被勒死

综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报道

2018 年 9 月 23 日晚 19 时许，安徽省枞阳县，
许某某醉酒后驾驶电动三轮车路过许祠组农田
时，遇见刚打完农药正要回家的妇女周某某，遂趁
四周无人之机下车将周某某仰面推倒在稻田里，
意图强行与周某某发生性关系。周某某用手乱
抓、奋力反抗，将许某某头面部抓伤，并在纠缠、反
抗过程中，用药水箱上连接的一根软管将许某某
颈部缠绕住。许某某被勒住脖子后暂停侵害并站
立起来，周某某为了防止其继续对自己实施强奸
行为，一直站在许某某身后拽着软管控制其行动。
二人先后在稻田里、田埂上、许某某驾驶的三
轮车上对峙。其间，许某某声称愿意停止侵害并
送周某某回家，但未有进一步实际行动；周某某大
声呼喊求救时，远处某养鸡场经营户邹某某听到
声音，走出宿舍，使用头灯朝案发地方向照射，但
未靠近查看，此外再无其他人员留意或靠近案发
现场。
二人对峙将近两小时后，许某某下车，上身斜
靠着车厢坐在田埂上，周某某也拽住软管下车继
续控制许某某的行动，许某某提出软管勒得太紧、
要求周某某将软管放松一些，周某某便将软管放
松，许某某趁机采取用手推、用牙咬的方式想要挣
脱软管。周某某担心许某某挣脱软管后会继续侵
害自己，于是用嘴猛咬许某某手指、手背，同时用
力向后拽拉软管及许某某后衣领。持续片刻后许

1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6 起正当防卫不捕不
诉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统一
司法标准，准确理解把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今年 9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的指导意见》，为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供有效指引。
6 起典型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案件类型全面，包括
不批捕案件 2 件，不起诉案件 4 件；二是指导意义典型，6 起
案例，虽然都是正当防卫，但突出的重点各有侧重；三是案
件起因多元，既涉及故意伤害、强奸、非法侵入住宅等，也
涉及道路行车纠纷、暴力拆迁、传销等多发或备受社会关
注的情形。

案例
受到处罚反殴同事，
同事反击将其刺死
湖南宁乡，刘某某因对薪酬不满经常旷工，因此受到
公司处罚。2019 年 3 月 19 日 18 时许，刘某某为此事与公司
负责人发生争吵，便联系其亲戚欧某某来帮忙。欧某某赶
到后，因公司相关负责人已下班，刘某某便邀欧某某及另
外两名同事一起吃夜宵喝酒唱歌至次日零时。酒后，刘某
某认为同事文某丰“讨厌、不会做人，此事系文某丰举报所
致”，遂用微信语音聊天约正在上晚班的文某丰到公司门
口见面。
文某丰来到公司门口后，刘某某提出自己从公司离
职，要求文某丰给钱赔偿。文某丰当场拒绝并转身欲返
回公司。刘某某追上阻拦并抓住文某丰的左手，同时用
拳头殴打文某丰的头部，欧某某亦上前持匕首朝文某丰
的左胸部刺去。文某丰见状用右手抓住匕首的刀刃抢夺
欧某某手中的匕首。抢夺中，文某丰所穿针织衫左胸部
位被匕首划烂，右手手指、手掌均被划伤。文某丰抢到匕
首后，拿着匕首对仍在殴打自己的刘某某、欧某某挥刺。
刘某某被刺后松开文某丰，欧某某亦摔倒在地。文某丰
即转身跑往公司保安亭，立即拨打 110 报警。民警赶到现
场后，文某丰将匕首交给民警，如实供述了事发经过。医
护人员到现场后，发现刘某某已经死亡。经鉴定，刘某某
系因剑突下单刃刺器创伤致右心室全层破裂、右心房穿
透创伤造成急性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文某丰损伤程度为
轻伤一级。

【说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此案中，刘某某指使欧某某恐
吓文某丰，到达现场后拿出匕首交给欧某某，尽管其吩咐
恐吓的内容不确定，但当欧某某持匕首向文某丰的要害部
位刺去时，二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已严重危及文某丰的
人身安全。文某丰面对刘某某、欧某某共同实施的暴力侵
害进行反击，无论造成二人中谁的死伤，都属于正当防卫，
即使造成暴力程度较轻的刘某某重伤或者死亡，也不属于
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某某身体突然前倾、趴在田埂土路上，周某某认为
其可能是装死，仍用力拽拉软管数分钟，后见许某
某身体不动、也不说话，遂拎着塑料桶离开现场。
次日清晨，周某某在村干王某某的陪同下到现场
查看，发现许某某已死亡，遂电话报警、主动投
案。经鉴定，
许某某符合他人勒颈致窒息死亡。

【说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此案中，不法侵害人许
某某将周某某推倒在稻田里，趴在周某某身上，解
其裤腰带，意图强行与周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已经构成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强奸行为，周某某
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进行防御和反抗，致不法
侵害人死亡，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
法不负刑事责任。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周某某试
图求救但没有实现，在救助无门，逃跑不能的特殊
环境下，在近两个小时的高度紧张和惊恐状态下，
不能苛求周某某对许某某是否继续实施不法侵害
作出精准判断，应当采信周某某认为不法侵害行
为处于持续状态的判断。

鉴定，王某某、俱某某二人损伤程度均构成重伤二
级，谷某明、耿某华因伤情较轻未作鉴定。经勘验
检查，
耿某华部分房屋被毁坏。

【说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不法侵害人深夜翻墙
非法侵入耿某华住宅，强制带离耿某华夫妇，强
拆房屋。耿某华依法行使防卫权利，其防卫行为
客观上造成了二人重伤的重大损害，但是，耿某
华是在被多人使用工具围殴，双方力量相差悬殊
的情况下实施的防卫，综合评价耿某华的防卫行
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另外，此案不法侵害
的主要目的是强拆，是对财产权利实施的暴力，
对耿某华夫妇人身伤害的主要方式和目的是强
制带离现场。虽然强制带离和围殴也是对耿某
华夫妇人身的伤害，但是，综合案件具体情况，不
法侵害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应当适用一般防卫的法
律规定。

株洲虎爸带儿55天骑到三亚

11 月 27 日，海南三亚，罗新华带着儿子来到海边。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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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株洲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过，
对于三岁的高高来说，他还没有看过万卷书，但已
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了。
从 10 月 2 日起，株洲男子罗新华，带着三岁半
的儿子高高，骑着一台“改良版”自行车，从株洲一
路骑行至三亚，历时 55 天，途经全国 36 座城市，父
子俩共同完成了计划。
“我们终于到了三亚，这里天很蓝，海很美，儿
子玩得很开心。”罗新华告诉记者，经过 55 天的骑
行，三岁半的高高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开始的
白白净净变成了“小黑皮”
。
如今，高高每天晚上准时睡觉，早上准时起
床，也懂得了分担责任。当骑行中需要停车检查
时，高高会在旁边给爸爸递工具，做一些自己能做
的事。
今 年 45 岁 的 罗 新 华 ，是 一 名 资 深 骑 行 者 。
2018 年曾从成都骑行到拉萨。此次出发前，罗新
华作了 40 多天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
体能训练。同时，为了让儿子提前适应外出骑行
过程，他每天带高高外出骑行一两个小时，有次还
特意从株洲骑行到了长沙，那是高高第一次离开
妈妈。

潇湘晨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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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配送点与住所同栋屋？被查
本报衡阳讯 近日，位于衡阳市衡山县店门
镇兴旺组的创兴液化气有限公司店门分公司因
加气点储存、销售液化石油气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内，
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之规定，衡山
县消防救援大队判定该场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对其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强调了消防安
全的重要性，并依法向该单位下发了《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对
该单位予以立案调查，责令该单位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整改到位。
目前，该单位正在积极整改隐患中。整改期
间，大队主动上门服务，全程加强督导检查，督促
隐患单位积极落实隐患整改方案，加快整改进
度，确保场所内消防安全。
通讯员陈奎帆

公交地铁城铁3站同地异名

案例
遭强拆和殴打，
男子捅伤强拆人员
2017 年 8 月，石家庄某房地产公司与康某某
达成口头协议，由其负责该公司开发的辛集市某
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尚未签订协议的耿某华等八户
人家的拆迁工作，
约定拆迁劳务费为 50 万元。
2017 年 10 月 1 日凌晨 2 时许，康某某纠集卓
某某等八人赶到项目所在地强拆民宅。其中，卓
某某组织张某某、谷某明、王某某、俱某某、赵某
某、谷某章、谷某石（以上人员均因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另案处理）等人，在康某某带领下，携带橡胶
棒、镐把、头盔等工具，翻墙进入耿某华家中。耿
某华妻子刘某某听到响动后出屋来到院中，即被
人摁住并架出院子。耿某华随后持一把农用分苗
刀出来查看，强拆人员对其进行殴打，欲强制带其
离开房屋，实施拆迁。耿某华遂用分苗刀乱挥、乱
捅，将强拆人员王某某、谷某明、俱某某三人捅
伤。随后，卓某某、谷某章、赵某某等人将耿某华
按倒在地，并将耿某华架出院子。刘某某被人用
胶带绑住手脚、封住嘴后用车拉至村外扔在路
边。与此同时，康某某组织其他人员使用挖掘机
等进行强拆。当晚，强拆人员将受伤的王某某、谷
某明、俱某某以及耿某华等人送往医院救治。经

火灾隐患曝光台

“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让
他早睡，睡到自然醒再收拾好出发。下大雨时，我
们就停下行程，去当地游玩。平时骑行三四个小
时都会停下休息，看看路边的风景。”为了行程安
全着想，罗新华特意在自行车上加装了两个反光
镜，每次出发前都会在导航上观察路况，做好行程
安排，车上也准备好一些自行车的修理工具和换
洗的衣物、药品。
“这一路上感受到很多陌生人的善意。”罗新
华告诉记者，有时候靠边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旁边
的路人都会上前来询问，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甚至
有些路人会给小孩买零食吃。旅店的老板还会主
动提出帮他们免费清洗衣服。
通过这趟骑行，罗新华关注到，高高有了一
些细微的小变化，比如待人接物上更加主动了，
每次去住宿，高高会跑进去和老板说；
“ 老板，我
们来住宿了。”到饭店也一样会跟店内的老板打
招呼。
“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以后还会用到。”11 月
27 日晚，罗新华父子乘坐火车返回株洲，父子俩定
下了新的约定，还会继续这样的
“骑行之旅”。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邓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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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在友阿奥特莱斯公交站下车，
走上 10 米进入中信广场地铁站 2 号口，到对面 3
号口出站后再走 10 米，就是先锋城铁站指示牌，
走 1 分钟就可进站。11 月 27 日，记者在长沙先锋
街道芙蓉南路和中意一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发现
此处公交地铁城铁 3 站“同地异名”
现象。
记者了解到，该十字路口此前属于先锋村，
现在属于先锋街道，城铁站名与其相同。距离十
字路口近一公里是楼盘中信文化广场、中信城市
广场、中信凯旋蓝岸等，地铁站名与其类似。距
离十字路口近 400 米是商场友阿奥特莱斯，公交
站名与其相同。
3 个站名是怎么产生的呢？据《长沙市地名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专业设施和公共场所、设施
的名称，除依法应当由国家、省或者上级有关部
门批准的外，由有关单位向其专业主管部门提出
命名申请，
经同级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
由专
业主管部门审批。记者了解到，
该十字路口的城
铁站名、
地铁站名、
公交站名分别由不同单位在不
同时间申请命名，
符合《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
附近居民黄先生说：
“我可以搞清楚，但是统
一一下可能更好。我是学机械的，觉得标准化会
好点。”附近居民陈女士说：
“我已经习惯了，但有
时候还是会搞混。外地人肯定分不清。相同的
可能会好一些。”
记者在十字路口遇到来长沙的湘潭人刘女
士。
“来过很多次，但每次都会搞混。只记得友阿
奥特莱斯，其他都记不住。改成同样的名字就没
有那么混。”
记者於广强

非法捕鱼，
不仅获刑还需投放鱼
本报长沙讯 “我以后再也不乱捕鱼虾了，
我为自己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我
深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11 月 25 日，在宁乡
市法院的庭审现场，被告人彭某某在庭审结束时
忏悔道。该案是宁乡市检察院支持社会公益组
织——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起诉的涉嫌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9 月 3 日，彭某某使用禁用渔具电鱼机在宁
乡沩水河油麻田村河段非法捕鱼，捕得各类河鱼
5 千克，
被公安机关现场查获。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作
用，宁乡市检察院携手公益组织“长沙绿色潇湘
环保科普中心”参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
指控犯罪的同时，请求法庭判处被告承担修复渔
业生态环境的责任。
“今年长沙市政府、宁乡市政府相继发布禁
渔通告‘宁乡市境内沩水河全流域的天然水域为
常年禁渔水域，严禁电鱼’，彭某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在常
年禁渔的禁渔区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水产品，非
法捕鱼 5 千克，其行为破坏了宁乡境内天然水域
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11 月 25 日，彭某某一案开庭审理，宁乡市检
察院作为公诉方和支持起诉方，对彭某某非法捕
捞水产品的罪行进行了有力指控，对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进行深刻教育。最终，彭某某被判处拘
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同时，原告长沙绿色潇
湘环保科普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法院采纳，
彭某某被判处向沩水水域投放 10cm 以上鲢鱼
1070 尾、鳙鱼 450 尾，用于修复渔业资源和环境。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胡海涛 杨婷

用假资料骗公积金，
6人被抓
本报长沙讯 11 月 27 日，记者从长沙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获悉，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
合市刑侦支队成功查处一起“黑中介”通过虚假
资料提取公积金案件，关闭其“公积金提取不成
功不收费”非法网站，没收虚假资料，抓获犯罪嫌
疑人 6 名，刑事拘留 2 人。
近日，主要嫌疑人已被法院判刑，
以伪造、
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
印章罪等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
受到法律严肃的制裁，
大大震慑了违法
“黑中介”
，
有效维护了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据了解，今年 1 至 10 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新
增开户单位 3709 家、职工 20.38 万人，完成归集金
额 140 亿元，同比增长 18.54%，发放贷款 1.35 万
笔 58.56 亿元，实现增值收益 7.3 亿元。截至 10 月
底，全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达到 1033.56 亿元，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23.39 万笔 677.54
亿元，
个贷余额 458.05 亿元，个贷率 88.15%。
记者牛蕊

零售价：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