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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男子孙某做生意失败债台高
筑袁竟然想到绑架勒索的主意遥 他在网
上发布招募信息袁谎称自己是一名领导
司机袁绑架领导可以赚大钱袁并许诺参
加者每人分得 30万元酬劳遥 全国 12名
网友与孙某联系袁 其中有 4 人赶来襄
阳遥

8月 1日袁 民警将以孙某为首的 5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遥 4日袁襄阳市公
安局樊城分局通报了这起案件遥

网上发帖邀约实施绑架
7月 30日 20时左右袁 樊城区公安

分局收到线索院一名嫌疑人在网络上发
帖袁疑似邀约人员来襄阳实施绑架遥

野起初接到这个线索袁 我们一度怀
疑是恶作剧遥 冶樊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教导员江斌告诉记者遥 但民警没有丝毫
懈怠袁立即开展侦查遥 民警发现袁与发帖
人取得了联系的孙某某于 7月 30日 22
时抵达襄阳袁野这让我们确定袁这并非是

一场玩笑遥 冶
民警立即对孙某某进行重点调查遥

孙某某今年 29岁袁河南濮阳人遥 根据发
帖邀约人给的地址袁孙某某来到襄阳市
人民广场后面的一家私营宾馆袁与其会
合遥

经过对该私营宾馆的摸排袁民警确
定发帖人孙某邀约的人员已到 3人遥

当晚袁 侦查员便蹲守在该宾馆楼
下遥7月 31日早 8时袁4名犯罪嫌疑人陆
续外出袁当租车行送来一辆黑色别克轿
车后袁4人乘车前往城区某地遥

购置手铐等作案工具
民警跟踪发现袁4 人先是在某单位

家属院附近停留袁随后经过丹江路行至
鱼梁洲尧东津袁最后绕了几个弯回到宾
馆遥 在此期间袁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突然
有一个瞬间急加速袁民警还以为被嫌疑
人发现袁于是换乘电动车尧出租车继续
跟踪遥

原来袁 嫌疑人并没有发现身后的
野尾巴冶袁而是在狂追另一辆车遥 那辆车
里的人很可能就是绑架对象遥 民警多方
查询了解到袁 他们跟踪的是张先生的
车袁张先生是襄阳市某单位负责人遥

15时袁犯罪嫌疑人一行外出购买了
胶带尧手铐袁带上了之前制作的头套和
伪造的某机关工作证件后回到宾馆遥 当
晚袁犯罪嫌疑人一行再次来到张先生的
居住地踩点袁野他们对周边环境勘查了
个遍袁1小时后回到宾馆遥 冶

就在这时袁警方收到消息袁还有一
名孙某邀约的男子正在来襄阳的列车
上袁8月 1日凌晨抵达遥 为避免发生意
外袁民警决定实施抓捕遥

警方收网抓获 5名嫌疑人
7月 31日 22时袁 专班民警对已掌

控的 5名嫌疑人开展收网行动遥 民警先
后抓获孙某 (男袁31岁袁河南邓州人)尧孙
某某(男袁29岁袁河南濮阳人)尧兰某(男袁

29 岁袁四川宜宾人)尧张某(男袁23 岁袁山
东济宁人 )尧南某渊男袁26 岁袁甘肃会宁
人冤遥 同时在其所住宾馆内查获作案用
的手铐一副尧头套一副尧假的机关单位
证件 2本遥
经过审讯袁孙某对准备实施绑架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孙某交代袁2007年
他在襄阳某驾校学习期间认识了当地
女子小张袁通过长期接触袁他了解到小
张家境富裕袁 父亲是襄阳某单位负责
人遥 近几年袁孙某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
债袁穷困潦倒之际便萌生绑架小张父亲
的想法遥

7月 16日袁孙某注册新的社交聊天
账号袁并在网上发布招募信息遥 他谎称
自己是一个领导的司机袁绑架这个领导
可以赚大钱袁承诺参与者每人可以分得
30万元遥 在高额酬劳的诱惑下袁犯罪嫌
疑人兰某尧孙某某尧南某尧张某先后赶来
襄阳遥

目前袁5 名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袁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遥

几千年来, 酒文化始终贯穿中国
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亦然遥 所谓野酒壮
怂人胆冶,酒后亢奋的大脑会让醉酒者
忽略很多危险, 平时不敢做的事敢做
了,因醉酒发生的悲剧也屡见不鲜遥这
不,酒后赌气一句话,导致醉酒人跳江
身亡遥

2018年 10月 11日,张某在福建
省福州市闽侯县某 KTV包厢一起为
母亲庆祝生日遥其间,张某在隔壁包厢
偶遇朋友杨某等人, 于是两个包厢的
人就互相敬酒遥酒足饭饱后,张某执意
不肯回家, 杨某等人一起劝说也未奏
效遥之后,张某借着酒劲与朋友进行摔
跤比赛,连输 3次仍不服气,爬起来还
想继续比遥杨某见状,就把张某拉开到

停车场附近,随行朋友也都跟了过来遥
在杨某继续劝说张某回家的过程

中,张某仍是各种拒绝遥因停车场就在
江边, 杨某就赌气随口说了句:野敢不
敢跳江,你跳我就跳遥 冶谁知杨某话音
刚落, 张某就往江中纵身一跃跳了下
去遥杨某虽然也马上跟着张某一起跳
下去,但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张某最
终溺亡遥随后,张某的家人向闽侯法院
起诉杨某等人, 请求赔偿各项损失共
计 98万余元遥

法院经依法审理后认为, 杨某在
该起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 应对张某
的死亡后果承担 10%的责任, 遂判决
杨某赔偿张某家人损失 47342.13元,
驳回张某家人的其他诉讼请求遥现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遥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杨某确有

存在提议打赌跳江的行为,虽然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劝说张某, 主观善意,
但其在明知张某醉酒已劝说无果的
情况下,更应当意识到张某醉酒后又
输了摔跤比赛时已带负面情绪遥 此
时, 杨某赌气提议与张某比赛跳江,
其言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作
用 ,导致张某跳江死亡 ,因此杨某在
该起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遥 根据我
国侵权责任法第 6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遥根据过错比例,杨某承担 10%
的责任遥

胡秀锦

近日袁 司法存证领域第
一本白皮书要要要叶区块链司
法存证应用白皮书曳 发布遥
叶白皮书曳 由最高人民法院
信息中心指导袁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和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牵头袁 多省高院尧互
联网法院尧中国司法大数据
研究院等 25 家单位共同参
与编写袁介绍了区块链电子
数据存证的特点和系统设计
原则遥

2018年 9 月 3日袁在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互联网审理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曳中袁首次对
以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的电
子数据真实性作出司法解
释遥该规定实施之后袁区块链
存证的法律效力在我国得到
进一步确认遥

叶白皮书曳显示袁电子数
据存证是潜在区块链技术重
要应用落地领域遥 区块链技
术具有防止篡改尧事中留痕尧
事后审计尧安全防护等特点袁
有利于提升电子证据的可信
度和真实性遥 区块链与电子
数据存证的结合袁 可以降低
电子数据存证成本袁 方便电
子数据的证据认定遥

截至今年 6月底袁 全国
已有吉林尧山东尧天津尧河南尧
四川省等 12个省 渊直辖市冤
的高院尧 中基层法院和杭州
互联网法院已上线区块链电
子证据平台遥

据悉袁 作为首个将区块链司法存证运
用于遗嘱订立全过程的专业机构袁 中华遗
嘱库已将关于社会存证场景遗嘱案例中的
相关标准落实到遗嘱登记过程中遥 经过存
证的遗嘱内容袁 可在法院官方电子证据平
台进行查验袁一旦涉及诉讼袁与案件相关的
遗嘱订立时间尧立遗嘱人的身份尧遗嘱内容
的真实性等信息袁 都可通过法院电子证据
平台进行查验追溯遥 法官可当庭在电子证
据平台对遗嘱存证保全证书上的哈希值
渊一种从任何一种数据中创建小的数字野指
纹冶的方法冤进行校验遥

刘曼

5名男子“网约绑架”
动手前被警方一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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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应赌跳江溺亡
虽非恶意仍需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