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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的朱某（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
在河边淘米时，看到她年近九旬的婆
婆陶某。因三年前与陶某为了家庭
琐事发生矛盾，朱某心生怨恨，遂起
身走至陶某身边，将其推入河中。陶
某在河中呼救，后被邻居发现救起。
朱某到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案
发后，被害人陶某及其近亲属对朱某
的行为表示了谅解。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朱某为泄恨，故意将年逾
八旬且不会游泳的被害人陶某推入
河中，欲置被害人溺亡，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综合
本案情节以及事实、性质和社会危害
性，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

【法官解析】
家庭矛盾，不容小视，轻者恶语

相向，重则引发重伤、死亡等严重后

果。本案就是一起因婆媳矛盾引发的
故意杀人未遂案件。本案的关键在于
对被告人犯意的认定，即朱某是否有
杀害陶某的主观故意。本案中，被告
人朱某与被害人陶某是婆媳关系，相
处数十年，明知被害人不通水性，应当
认识到如此高龄又不会游泳的人跌落
至河中很有可能会发生溺亡。案发
时，朱某将陶某向河中推，陶某被推倒
在河边后，朱某没有停止动作，继续将
陶某往河里推，导致陶某最终落入河
中，而在陶某落水呼救后，朱某站在岸
边观望，没有实施任何救援行为。这
一系列的客观行为能够说明朱某将陶
某推入水中是为了杀害陶某。朱某到
案后的供述印证了这一系列行为背后
的主观意图。综上所述，朱某的行为
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
件。

在认定朱某故意杀人罪成立的同
时，法院综合本案情节等各方面因素
确定最终量刑，确保罪刑相适应。其

一，被害人陶某落入水中后被周围邻
居及时救起并送医救治后康复出院，
朱某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最终未造成被
害人朱某死亡。对于犯罪未遂，刑法
规定可以相比同等条件下的既遂犯罪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二，朱某到案
后，根据家属申请，经司法鉴定，朱某
存在轻度认知障碍，属于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人。刑法规定，对于限制刑事
责任能力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其三，陶某及近亲属考虑到与朱
某的亲缘关系，本着家庭和睦角度考
虑，对朱某的行为出具了谅解书，并希
望朱某能够早日回归家庭。综上，法
院考虑到朱某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人，在被抓获到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
以往没有前科劣迹，本次犯罪没有造
成严重危害后果，被害人陶某及家属
又希望能够对朱某从轻处理以维护家
庭和谐等因素，最终对朱某减轻处罚
并适用缓刑。

家是最坚实的港湾，家人是最温暖

的依靠，生命中最抛不开舍不去的就
是家人，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能给人
以心灵的寄托、能成为人生道路上的
前进动力。美好的事物人人喜之，但
是，维护美好亦需所有人共同付出。
生活中难免磕磕绊绊，家人之间不必
争一时之长短，伤长久之和气。遇事
首先要冷静，就事论事地与家人进行
讨论，不要牵扯无关事项，不要翻陈
年旧账，避免将小矛盾扩大化。其次
要及时消解矛盾，更不能搞长期“冷
战”，导致矛盾长期积累，甚至激化。
最后要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有愤
怒、难过、委屈，要学会和家人进行分
享，在家庭内部进行健康的情感交
流，消除负面情绪。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婆媳矛盾生嫌隙 杀人泄恨终害己

45家单位建立联动机制 共同亮剑“老赖”
8月22日，中共上海市崇明区

委办公室、上海市崇明区政府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
崇明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意
见》。文件要求公安崇明分局、区
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等本区 45
家单位建立联动机制，为本区推
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提供有
力的制度保障。

据介绍，《关于进一步推进崇
明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意见》由
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的工作目标、健
全各执行联动部门联合惩戒和协
助执行的工作机制、执行联动部门
加强联合惩戒和协助执行的工作
职责、完善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崇明
发展大局的执行工作机制、执行联
动机制的工作协同和组织保障等
五个部分组成。

该文件提出，要完善“党委领

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构建以
区法院为主体，“司法+行政”的工作
机制，推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主动履
行职责，发挥社会协同的作用，实现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社会
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配合紧
密、运转高效的执行联动机制，使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充分
实现，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

该文件明确，建立崇明区执行联
动联席会议制度，在区委领导下，组
织研究执行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
题，研讨对策措施，分解任务，落实职
责，部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来自本
区27个相关单位以及18个乡镇。崇
明区执行联动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区法院，负责统筹协调、

沟通联络、跟踪督办等工作。
该文件将区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执

行职责，划分为查询查找、失信限制、
配合执行三大类，并列明各自所应履
行的协助执行义务。如，社保中心有
责任协助法院查询有关社会保险缴纳
情况及养老、生育、工伤等相关待遇发
放情况；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有
责任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时期内
申请本区各类保障性住房；各乡镇有
责任协助法院调查本辖区被执行人的
居住情况、活动规律等。

该文件围绕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强制执行、环境资源案件执行、优化
营商环境等三方面，明确法院服务保
障崇明发展大局的相关执行工作机
制。如，建立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

“快立、快审、快执”机制；完善环境
资源保护案件执行回访制度；加强执
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完善

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该文件还明确了严格落实法院

执行工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责任制考核中的有关要求，将协助
执行工作、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
情况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
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落实责任
不到位的单位及责任人，按有关规
定进行责任督导和责任追究。

区人民法院负责人表示：“《关
于进一步推进崇明区执行联动机
制建设的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
充分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崇明法
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高度重视，对于全面推进崇明区执
行联动工作，构建破解执行难综合
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崇明
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持。”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于思媛

未成年人面对熟人也要防
当下，妇女儿童如何保护自己

免受侵害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为
此，崇明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
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姜媛媛，结合一
些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讲讲
如何帮助未成年人远离这些犯罪。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涉及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罪名主要有：
第 236条强奸罪、第 237条强制猥
亵、猥亵儿童罪、第358条组织、强
迫卖淫罪、第359条引诱、容留、介
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罪，第360条
第二款嫖宿幼女罪。从办理的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看，比较常
见的是强奸和猥亵类犯罪。

这些案件存在一些易被忽视
的特点：

1.犯罪嫌疑人年龄。一般我
们认为实施性犯罪的都是青壮年，
然而在办理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的年龄从 14周岁至 80周岁不等，
老年人特别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占到一定
的比例。

2.熟人作案。一般大家都对
陌生人有防范之心，而忽略了熟
人，这些熟人可能是你的邻居、亲

戚、朋友，这些人经常见到，给人感觉
熟悉，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甚至将
未成年子女交给他们看管，从而给犯
罪分子可乘之机。

3.新的犯罪手段。一般来说，实
施性犯罪，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
必然会有身体上的接触，但因网络技
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性犯罪手段，

如利用网络邀请未成年人一起观看
淫秽视频、邀请未成年人参与裸聊
等，这些手段突破了原有的同一物理
空间的限制，侵害更具隐蔽性。

4.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女孩，
男孩也有可能成为性犯罪的受害
者。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需要全社
会共建防御体系。其中，学会自我保

护尤为重要。早期性教育是提高
孩子认知性侵害，增强防范意识的
重要手段。从我们办理的案件看，
最小的被害人年仅 3周岁，因此，
这一课已经必不可少。家长应当
让孩子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并告
诉孩子这些地方不能被人触碰，也
不能让他人看到。其次，要帮助孩
子提升安全意识，如未经家长同
意，不接受任何礼物或者食物；避
免去偏僻和陌生的地方，不随便进
入别人家中；尽量不要一人在家，
如果一人在家要锁好门窗，不随便
给人开门。同时，要学会说不，勇
于拒绝。当有人让你感到危险或
者不舒服时，要大胆说不，并想尽
办法迅速跑开，事后要及时告诉爸
爸妈妈。家长在平时的生活中也
要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孩子情绪出
现较大波动，身体私密部位出现不
正常的红肿等异常情况，要引起重
视，不可大意。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供稿

崇明区环境保护局关于
开展本区屠宰及肉类加
工、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合成材料制造、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和管理

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7年版）》（环境保护部
令第45号）要求，我局即日起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屠宰及肉类
加工、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合成材
料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排污许可证核发和管理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领范围
（一）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
从事屠宰及肉类加工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下简称排污单位），行业代码
135。

（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行
业：

年加工能力 15万吨玉米或
者1.5万吨薯类及以上的从事淀
粉生产或者年产能1万吨及以上
的从事淀粉制品生产的排污单位
（含发酵工艺的淀粉制品除外），
以及其他纳入 2015年环境统计
的从事淀粉和淀粉制品生产的排
污单位，行业代码139。

（三）合成材料制造行业：
从事初级塑料或者原状塑

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单（聚合）
体、陶瓷纤维等特种纤维及其增
强的复合材料等合成材料制造的
排污单位，行业代码265。

（四）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行
业：

从事镍钴、锡、锑、铝（电解铝
除外）、镁、汞、钛等常用有色金属
冶炼（含再生铜、再生铝、再生铅
冶炼）的排污单位，行业代码
321。

未列入本次核发范围以上行
业的其他排污单位，应当在《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7年版）》规定的时间内申请
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申领时限
上述申领范围内的排污单位

应于今年9月30日前到具有核发
权的环保部门（区环保局）申请排
污许可证，2019年1月1日起，必
须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三、核发机关
根据上海市固定污染源分级

管理的安排，市环保局负责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上
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上海化学工业区内排污
单位等市级监管企业排污许可证
的核发和管理工作，其余排污单
位由各区环保局和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
局（以下简称“保税区管理局”）负
责核发和管理。

四、申领程序
各相关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7年版）》《上海市排污
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及有关技
术规范的规定，在国家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网址：
http://permit.mep.gov.cn）填报并
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并向具
有核发权的环保部门（区环保局）
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申请材
料，在申领时限内完成排污许可
证申领工作。区环保部门业务受
理地址：崇明区城桥镇鼓浪屿路
897号，咨询电话：69692628。

上海市崇明区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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