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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开审
无目击证人出庭 5 名嫌犯共请 9 律师

备

受关注的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 21 日在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
帆犯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告
人张立冬犯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告
人吕迎春犯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告
人张航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巧联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律师
被害人家属索赔 400 万元不算多
8 月 21 日早上 6 点，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附近围满了警察，四周
停着警车，戒备森严。两辆黑色的
写有“特警”字样的警车停在法院
门口，持枪的特警把守门口。
法院门口的通世路上，绵延一
千多米都有警察在路口戒严。一个
骑摩托车经过路口的人被拦了下
来，被要求推着摩托车过通世路。
一些行人也被要求查看证件。
早上 6 点半，律师和血案被害
人吴硕艳的家属就进入了法院。多
家媒体记者都被拦在了法院门口，
只有少数媒体的记者被允许进入。

对于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张
某，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高成
表 示 ：“ 他 达 不 到 刑 事 责 任 的 年
龄，不能对他追究刑责。他既是
一个害人者也是一个受害人，他
还年轻，需要用教育挽救。”
高成表示，他认为对被告人
要从重处罚，对主要实施者、指
挥者请求建议法庭判处死刑。
据悉，被害人家属提出 400 万
元索赔。家属吕学义说，400 万元
的赔偿并不算多，“他们上有老，
下有小，而死者是家里的主心骨
之一。
”

庭审
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应当数罪并罚
上午 8 时，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
航、张巧联为发展邪教组织成员向
被害人索要电话号码遭拒绝，即指
认被害人为“恶魔”，残暴地将被害
人杀害，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
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
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吕迎春、

张帆、张立冬明知“全能神”被认定
为 邪 教 组 织 并 被 取 缔 ，仍 继 续 组
织、纠集“全能神”教徒聚会，利用
互联网、计算机制作传播邪教组织
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情节严重，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
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帆、张立
冬、吕迎春犯数罪，
应当数罪并罚。

张帆法庭上竟露出笑容
据悉，5 名全能神教徒，共请了
9 名律师。其中张立冬一名律师，
其
他每人两名。法庭辩论结束后，被
告人张帆、
张立冬、
吕迎春、
张航、
张

巧联进行了最后陈述。被告人张
航、
张巧联表示认罪、
悔罪。据在庭
审现场的目击者透漏，张帆在法庭
上为自己辩解时，
还露出了笑容。

21 日，
被告人张帆、张立冬、
吕迎春、
张航、张巧联到庭，法庭逐一核对被告人身份

回访
张立冬将千万家产献给
“全能神”
案发后，张帆、张立冬、吕
迎春、张航、张巧联被羁押于烟
台市看守所。
在这几个嫌疑人当中，被告
人吕迎春是第一个进入邪教组织
的。早在 1998 年，吕迎春经王伟
力 （已判刑） 介绍，加入全能神
邪教组织。2008 年 8 月，吕迎春
以“长子”身份，负责“牧养”
在招远的全能神教徒，并在教徒
聚会上宣讲“全能神”教义。
信邪教之后，吕迎春和丈夫
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吕迎春常
常夜不归宿，甚至连续数日不见

踪影。最终 2011 年她与丈夫离婚。
2008 年，信奉了“全能神”
一年之久的张帆在网上认识了吕
迎春，认可吕迎春为“全能神”
的“长子”，并跟随吕迎春到招远
多次参加“全能神”教徒聚会。
2008 年年底，张帆在河北省
无极县老家，先后发展被告人张
立冬、其母陈秀娟及张航、张某
等加入“全能神”。2009 年，张
帆与张立冬、张航等人从河北省
无极县先后来到招远市居住。同
年夏天，被告人张帆被“全能
神”的“二见证人”范龙凤、李

家属未找到目击证人愿意作证
20 日下午 4 点左右，一对情侣
来到麦当劳门口的“麦当劳叔叔”
的雕像面前，留下了微笑的合影。
这是招远最繁华的商业街——罗峰
路状元街口的麦当劳店。事情已经
过去了三个月，人们正在遗忘那天
晚上这里发生的血案。
今年 5 月 28 日 21 时许，5 名
男女在这家麦当劳围殴 37 岁女子
吴艳硕致其死亡，现场无人搭
救。这 5 名男女正是全能神教教
徒。事件发生后，轰动全国。

舅舅吕学义曾经找了很多的
目击证人，都无人作证，最终放
弃。
“麦当劳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
义务，我们想追究责任，对麦当
劳民事索赔。
”吕学义说。
这起惨案击碎了一个完整家
庭的安稳生活。丧妻之痛让受害
人的丈夫金某某难以振作，教育
孩子、照顾老人、养家糊口的重
担全部落在他身上。记者近日见
到他时，习惯于沉默的他不住地

国务院印发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在教
学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学校
可结合实际调整放假安排。二是
各级政府要重视加强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西
部地区重点景区、乡村旅游、红
色旅游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态
旅游等旅游基础设施的支持力
度。三是抓紧研究新形势下支持
旅游宣传推广、规划编制、人才
培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的财政金融政策。四是改革完善
旅游用地管理制度，推动土地差
别化管理与引导旅游供给结构调
整相结合。五是实施“人才强
旅、科教兴旅”战略，优化旅游
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
（小新）

相关
新闻

摆弄面前的玻璃杯，显得六神无
主，许久才憋出一句话，“我就在
想，以后要怎么生活。”孤独和恐
惧在这个年近不惑的男人身上无
处遁形。他刚从菏泽黄安回到招
远，两天内往来了六百多公里
路，见一位烙烧饼的师傅，预备
拜师学艺。吕学义说，民事诉讼
的赔偿若无望，金某某好歹能学
个手艺谋生计，因为他 7 岁的儿
子秋季要上小学，案子未了，妻
子尚未入土为安。
（综合）

教育部

９省份调整高校收费
符合程序

鼓励城乡居民带薪休年假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 《意见》）。《意见》 指出
要切实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强化全社会依法休假理念，将带
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
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劳动监察和
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推动
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实职工
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结合
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
排带薪年休假。
《意见》 针对当前我国旅游改
革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
出了针对性政策措施。一是将带
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
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劳动监察和

有旺 （均另案处理） 确认为“长
子”。此后 ，被告人吕迎春、张
帆在招远城区及玲珑镇、蚕庄镇
活动。
2010 年 11 月后，被告人吕迎
春到招远市泉山路张帆家中居
住。被告人张立冬为共同修习
“全能神”教义购买电脑、手机，
安装宽带，提供日常生活费用。
由于张立冬有不少积蓄，在
被告人吕迎春、张帆的指使下，
他将家庭财产 1000 余万元以献给
“教会”的名义，存于吕迎春、张
帆名下。

鼓励对旅游团队火车票价
实行优惠政策

国务院昨日公布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
见明确，完善火车站、高速列
车、旅游专列的旅游服务功能，
鼓励对旅游团队火车票价实行优
惠政策。
意见要求，完善旅游交通
服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
机场建设要统筹考虑旅游发展
需要。
意见指出，增开旅游目的地
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列车和旅游
专列，完善火车站、高速列车、

旅游专列的旅游服务功能，鼓励
对旅游团队火车票价实行优惠政
策。加强高铁车站与城市、景区
的交通衔接。支持重点旅游城市
开通和增加与主要客源地之间的
航线，支持低成本航空和旅游支
线航空发展，鼓励按规定开展国
内旅游包机业务。规划引导沿江
沿海公共旅游码头建设，增开国
际、国内邮轮航线。制定旅游信
息化标准，加快智慧景区、智慧
旅游企业建设，完善旅游信息服
务体系。
（中新）

针对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部
分省份调整高校学费标准的情况，
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 21 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关省份对高校
收费标准的调整是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进行，调整节奏比较平稳，总
体上严格履行了规定程序。
去年以来，执行了 10 多年的
学费稳定政策到期，部分省份启
动了学费标准调整工作。根据教
育部财务司了解的情况，目前，全
国有 9 个省份调整了普通高校收
费标准，分别是：天津、江苏、福
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宁夏；另外有 6 个省份正在启动
调整收费标准的相关程序，分别
是：浙江、广东、山西、安徽、内蒙
古、青海。
（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