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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规
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
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

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
属实，或者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抓捕
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具有其他有利于
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对于犯罪分子
归案后供述自己的罪行，认定为立功既

于法无据，也有悖于法理和情理，即使查
证属实，也只能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同
时犯罪分子应当对查证属实的所犯罪行
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王书金供述其本人
实施的多起强奸、故意杀人作案，无论是
否经查证属实，均不符合刑法和司法解
释规定的属于立功的情形。

（综合新华社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下达执行死刑命令，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日对犯故意杀人
罪、强奸罪的罪犯王书金执行了死刑。执行死刑
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王书金近亲属
会见，但其近亲属拒绝会见。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被告人王书金有以下
犯罪事实：

1.1993 年 11 月 29 日上午，王书金在河
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至泊头村
之间王封干渠桥北侧将途经此处的被害人
张某甲挟持至附近一变压器房南侧实施奸
淫，后恐罪行败露而采取掐颈、腰带勒颈手
段致张某甲死亡，并将尸体掩埋。

2.1994年11月21日上午，王书金在广平
县十里铺乡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拦截途经此
处的被害人刘某某，将刘某某掐昏背至附近一
水垄沟内实施奸淫，后恐罪行败露而采取扼
颈、跺胸腹手段致刘某某死亡，并将尸体掩埋。

3.1995 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傍晚，王书
金骑自行车在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村
东撞倒被害人张某乙后，将张某乙掐昏抱至
附近一麦秸垛旁实施奸淫，后恐罪行败露而
采取扼颈、跺胸腹手段致张某乙死亡，并将尸
体抛入附近玉米地一枯井内。

4.1995 年农历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王
书金在广平县十里铺乡闫小寨村东南地拦截
骑自行车途经此处的被害人贾某某并挟持至
附近玉米地内实施奸淫，后恐罪行败露又掐
贾某某颈部欲将其杀害，因贾某某呼救未逞，
遂逃离现场。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王书金违背
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
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强奸作案后杀害被害人灭
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杀
人罪，应依法予以并罚。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作
案4次，强奸妇女4人，并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
为，其中杀死3人、1人杀害未遂，其所犯故意杀人
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所犯强奸
罪情节恶劣，均应依法惩处。王书金曾因犯强奸
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又多次实施强
奸、故意杀人犯罪，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虽有因形迹可疑
被传唤后主动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但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
认定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王书金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漫步南京浦口城南河等河道，只见
碧水悠悠、芦苇轻荡，沿岸的公园、步
道、绿地一应俱全。谁曾想到，这片河
道内曾淤泥垃圾污染严重，严重影响城
市景观和居民生活。而今，居民们在自
家门口游乐休闲，享受怡人美景，在城
市“绿肺”惬意深呼吸。作为推进长江
生态大保护的重要工程，近日，由中建
安装承建的南京市浦口区城南河等8条
河道消除劣Ⅴ类水体水质提升总承包
工程顺利竣工，全长13.8公里的城南河
旧貌换新颜。

守护一方碧水，惠及一方百姓。中
建安装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坚持创新驱动，发挥专业优势，
先后承建了百余项水处理工程，在水务
环保、生态治理建设领域不断推进。

精准治水
找准“病根”分类施策

自2019年8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
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通
过截污纳管、河道清淤、驳岸整治、引水
补水、景观提升等措施，对城南河、大马
山河、八里河、光明支沟、雨山河、新河、
东方红河（浦口段）、珠北河等8条支流
进行水质提升和环境整治。

项目团队制定了“河道当公路管
养、排口建户口管控”的工作机制，对沿
河众多隐蔽的排口进行地毯式排查，对
污水流入的河道取样检测，“顺藤摸瓜”

找到问题排口源头，“确诊”城南河黑臭
水体的319个“病根”，并制定了部分排
口进行封堵、剩余排口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的工作方案，消除污染的主要诱因。

繁复的摸查后，是繁重的清淤工
作。然而，因突如其来的疫情，项目部
办公所在的学校无法出入，被迫暂时停
用。“工期紧张，容不得拖延！”项目经理
李利宾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机械，带领团
队仅用两天时间，利用空地搭起一座简
易板房充当临时项目部，吃、住、用水等
生活条件艰苦，但是，项目团队一住就
是77天。

疫情之下，街道上人少车稀，城南河

项目工地上却干得热火朝天。中建安装
团队在河道中分区围堰，用高压水枪和
泥浆泵逐一把淤泥抽干排空，半个月就
清除近7万立方米淤泥，再次放水归河
时，一条“玉带”瞬间平添清透灵动。

科学治水
水岸同治旧貌换新

八音河谐音“八音盒”，原名八里
河，这条极不规则的细小河道原先是一
条泄洪沟，暗排口众多，局部河道呈现

“锅底洼”，积累了大量污泥，流淌在两
片新建小区的隔壁，与周围环境极不和
谐。

项目团队在原始地面重新挖出一
条河道，并在河道边修建一座蓄水池，
以收集两侧小区的污水，通过污水处理
设备处理合格后排入河中，使得这条曾
经环境不佳的“边角料河”，顺利完成

“新陈代谢”。不仅如此，项目团队还为
八音河进行“颜值修复”，毗邻河岸新建
了八音河主题公园、健身步道和亲水平
台，方便居民休闲娱乐。

去年国庆期间，对外开放的东方红
河岸边，不少市民漫步于茵茵绿地。“这
可不仅仅是一块草坪那么简单。”项目总
工陈星透露：草地下“暗藏玄机”。为了
不影响公园的整体美观且保证调蓄池功

能性，项目团队决定将百平方米的调蓄
池“埋入”10米深的地下。在新河排口
末端，还设置了截流井，将污水及雨水截
至调蓄池，经处理达标后，再作为河道补
水及景观、绿化用水进行排放。

生态治水
再现“鱼翔浅底”美景

为增强水质活力、提高生物多样
性，项目团队在城南河东支藕塘投放了
鱼苗，在河道中种植了绿色浮岛和藻类
植物，可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有效调
节水体环境。如今，这些沿河的绿地、
畅游的鱼群，也成为“天然净水器”，助

力打通生态治水工程“最后一公里”。
汇入长江的城南河，宛如跃动的绿

色脉搏。岸边，原来不常见的飞鸟，如
今也常掠过河面亲水嬉戏，难得一见的
珍贵水鸟时常出现，前来垂钓摄影的市
民越来越多。曾经每次暴雨后便黄浊
不清的河水，现在变得碧绿清澈；站在
岸边，微风习习，豁然开朗。

惠民生，解民忧。近日，项目部收
到居民代表送来的锦旗。原来，浦口区
文德路1号楼居民楼是几十年前的单位
建房，楼房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污水管
道，由于年久失修管道堵塞，排水设施
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居民如厕都需要
到楼下公厕，楼后垃圾堆积、杂草丛生、
污水漫溢，不时飘来阵阵臭味。24户居
民中多数是年龄较大的退休人员，恶劣
的生活环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
困扰。

了解到居民诉求后，项目团队立即
对楼房排水系统及环境问题进行排查
整改，并对门前进行绿化施工，新建铁
艺围墙，小区居住环境从“脏乱差”变成

“绿净美”。“承担水环境治理工程，既是
治水，更是与群众交心。把群众期盼的
事、关心的事办好办实，是我们的责任
和使命。”项目经理李利宾感慨道。

绿色玉带顺江铺陈，“江北明珠”熠
熠生辉。中建安装坚定不移走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助力共享绿水青
山、共筑美丽家园！ 张泽瑞 杨宇涵

中建安装让南京浦口城南河等8条河道“靓”起来

守护一方碧水 惠及一方百姓

罪犯王书金
被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
第一审对被告人王书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
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王书金于2021年
2月2日被执行死刑。为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案件有关情况，
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

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
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综
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被告
人王书金于1993年11月至1995年农
历八月期间，分别在河北省广平县十里
铺乡南寺郎固村东地、十里铺乡泊头村
至杜村的路上、十里铺乡闫小寨村东南
地、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村东，趁四周
无人之机对单身行走的妇女进行拦截，
并采取掐颈、挟持等暴力手段，先后对
被害人张某甲、刘某某、贾某某、张某乙
实施奸淫。为杀人灭口，王书金又采取
掐颈、勒颈和跺胸腹的方式致张某甲、
刘某某、张某乙3人死亡，在欲杀害贾
某某过程中因贾某某呼救未能得逞后

逃离现场。王书金违背妇女意志，采取
暴力手段强行与4名妇女发生性行为，
在强奸作案后又为灭口而故意非法剥
夺他人生命，其中杀害致死3人、杀害
未遂1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杀人
罪、强奸罪，应依法予以并罚，所犯故意
杀人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特别
严重，所犯强奸罪情节恶劣。王书金曾
因犯强奸罪于1982年9月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又多
次实施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主观恶性
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
其所犯罪行、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并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
性，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我院依法
裁定核准其死刑。

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
应当遵循证据裁判、疑罪从无
原则。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指

控了被告人王书金4起强奸、故意杀人
犯罪。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公诉机关指控王书金于1993年11
月的一天在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
东地将本村妇女张某甲强奸、杀害并埋
尸的事实，虽然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尸体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和王书金的
供述及辨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但由于经
王书金指认挖掘出的尸骨未检测出
DNA序列，缺乏认定尸骨身份的客观证
据，且无法确定所挖掘出尸骨的身长、性
别、死亡及掩埋时间，故该起犯罪，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本院复核期

间，王书金涉嫌实施强奸、杀害被害人张
某甲的犯罪事实出现了新证据，故本院
将全案发回重审。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依法重新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对前述
根据王书金供述挖出的尸骨进行重新鉴
定，从尸骨的肱骨中检出了DNA序列，
经比对确定被害人就是张某甲，从而使
该起犯罪事实的司法认定已经达到了证
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所以，最高人
民法院发回重审后的第一审判决、第二
审裁定对王书金强奸杀害张某甲的犯罪
事实予以认定。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
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对该起
犯罪不予认定，而第二次审理的第一审
判决、第二审裁定对该起犯罪予以认定，
完全符合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原则和不
枉不纵的要求。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前面已
作出了回答，且本院的刑事裁定
书中进行了回应。刑事诉讼法

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
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
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
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本案中，被告人王书金归案后主动供述其
实施了6起强奸、故意杀人作案，侦查机关
依职权进行侦查后，只认定了王书金的4
起强奸、杀人作案，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公诉机关依职权进行审查后，认为

上述4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符合起诉条件，遂依法提起公诉。经邯郸
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
次一审、二审，认定了起诉书指控的王书
金的4起犯罪事实，并经本院复核予以确
认。关于王书金供述的另外2起强奸、故
意杀人作案，经侦查机关核查和检察机关
审查，均认为不能成立，公安机关不予认
定，公诉机关不予指控。人民法院审理公
诉案件，应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进行审理，本案中，法院对起诉书没有
指控的王书金供述的另外2起作案依法
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
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的，是自首。1995年10月，被告

人王书金因涉嫌在河北省广平县南寺郎固
村村东实施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被
广平县公安局上网通缉；2005年1月17日
王书金因形迹可疑被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
索河路派出所干警传唤进行询问，在多次

报假姓名和假户籍地址均被揭穿的情况
下，最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户籍
地址，承认曾在本村杀人作案而外逃多
年。经讯问，王书金主动交代自己实施了6
起强奸、杀人作案。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和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经法院审理认定
了其中4起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事实，依法
可以认定王书金具有自首情节。

疑罪从无，坚持证据裁判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就王书金死刑复核一案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了被告人王书金死刑，请介绍一下
作出核准裁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问

答

本案曾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发回重审，第二次审理的第
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比第一次审理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
多认定了一起犯罪事实，原因是什么？

问

答

被告人王书金归案后，主动供述了6起强奸、故意杀人作案，
为什么法院审理只认定了其中4起强奸、故意杀人犯罪事实？问

答

被告人王书金提出，自己有自首情节，您能否介绍一下有关
情况？问

答

被告人王书金及其辩护人提出，王书金主动供述其实施了
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作案，应认定为重大立功。对此，最
高人民法院是如何看待的？

问

答

二
〇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河
北
高
院
维
持
对

王
书
金
的
死
刑
判
决
。

（
新
华
社
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