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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李绪义抢劫运钞车案昨二审开庭
控辩焦点在于是否自首 法庭将择期另行宣判
!对话李绪义妻子

卖房结清工人工资 希望要回被欠工程款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汤
洋）昨日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营口公开开庭审理李绪义抢
劫上诉案。
检辩双方主要围绕李绪义是
否构成自首及其他量刑情节等焦
点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鉴于案情重大，法庭宣布将择
期另行宣判。

李绪义（中）在法庭上
■法院供图

一审认定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李绪义是营口瑞泰押运有限公司运钞车
司机。
2016年9月7日上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李绪义驾驶运钞车，与押运员宋某、刘
某，携款员席某、白某到一家银行营口分行调
款人民币3500万元。
其间，李绪义伺机从该行工作人员处索
取了塑料胶带。在解款返回途中，李绪义以
堵车为由，改变规定的押运路线，驾车至僻
静处停车，用事先准备的枪状物体威逼宋某
等人。

辩护人建议从轻判决
二审庭审中，李绪义两位辩护律师和辽
宁省人民检察院两位检察人员出庭。
李绪义上诉理由及辩护人认为，李绪义
是因为要偿还借款，确因生活所迫抢劫，应予
从宽处理。
李绪义妻子带领警察实施抓捕，应当比
照自首从轻处罚；李绪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
险性低，与其他抢劫运钞车的行为相比，社会
危害性较小。建议二审法院对李绪义作出从
轻判决。

宋某等人见其“持枪”未反抗，李绪义将
宋某、刘某携带的霰弹枪夺去，自己动手或威
逼车内人员相互用胶带捆绑双手。
李绪义驾车至大石桥市丰华颐和村小区
地下停车场，劫取人民币600万元逃离现场。
李绪义劫款后，将其中500万元分别藏匿，交
给其弟李某60万元偿还债务，李某偿还债务
32万元，得知李绪义作案后，于当日下午将剩
余28万元上交公安机关，李绪义自行偿还多
9万元。
笔债务共计10.
当晚，侦查人员对李绪义住宅进行搜查，

将藏匿家中的李绪义抓获，同时查获现金
28.
92万元。
收到还款的债权人得知李绪义系用抢劫
所得还款，分别交还公安机关，李绪义母亲补
缴1800元，
赃款全部追回。
2017年11月9日，
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绪义以抢劫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
收作案工具折叠刀一把。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绪义不服判决，上
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检察机关建议维持原判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李绪义家庭虽
有外债，但不能通过实施犯罪来达到还债目
的，且李绪义抢劫数额远超其家庭负债数额，
不能对其从轻处罚。
李绪义案发后未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在公安人员到其家中时，其为躲避抓捕藏匿
于床下，其妻子应公安人员要求，配合对其住
宅依法搜查，并非带领公安人员抓捕李绪义，
李绪义不构成自首。
李绪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运钞车，视为

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且其抢劫数额
巨大，二者均属抢劫罪中法定八种加重处罚
情形，其持枪状物威胁，给押运人员造成极大
心理恐惧，
犯罪情节严重，
社会危害性大。
同时，一审判决已考虑其未使用严重暴
力手段，未造成人身伤害后果，全额追回赃
款，近亲属配合侦办案件等酌情从轻处罚情
节，量刑适当，
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昨日，上诉人李绪义亲属、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旁听庭审。

本报讯 庭审之前，记者对话了李绪义
的妻子。
据法制晚报报道，李绪义的妻子表示，黑
龙江鹤北方面的政府工程欠款至今没有收
到，家里仍旧有很大经济压力。对于李绪义的
做法，家人承认他的过错行为属于违法犯罪，
但希望考虑到事出有因及家属配合抓捕、退
赃，能够对李绪义予以从轻判罚。
记者：对一审的结果怎么看？对二审有什
么希望吗？
李妻：一审判了十五年还有罚金，二审肯
定还是希望能够轻一点。毕竟我丈夫这个人
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就是被这个三角债给逼
的，脑袋一热走了犯罪的道路。
记者：如果二审维持原判，您家对结果满
意吗？还会采取什么措施吗？
李妻：维持原判的话，肯定觉得不理想。
但还会不会进一步采取措施，要等家人回来
跟律师再商量。
记者：当时警方抓捕李绪义的时候，是你
带着警察去的，
是为了帮助他减轻处罚吗？
李妻：肯定是啊，不然我也可以不带着警
察去抓人，警察可以自己去抓。我是很希望我
做的这个努力，能够被法院所采纳，能够给我
爱人从轻处罚。
记者：你带警察去抓你丈夫，他自己对这
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吗？
李妻：没有，他本身也没想跑。当时警察
到我家里，我爱人就说，我不反抗，我不动，你
们抓吧。
记者：此前的债务问题现在怎么样了？黑
龙江鹤北那边的欠款收到了吗？
李妻：没有，大约欠了我们300万，从去年
9月7日我丈夫出事到现在，都快两年了，一分
钱都没给过。
记者：跟鹤北林业局的债务问题不是已
经走司法途径了吗？
李妻：是，已经去法院打过官司了，但没
有结果。今年3月19日开的庭，一直都没有判
决，没判决就不能执行。我们自己家人去要的
话，对方就说要等，等几月几号还，但到了时
候又说再推迟到几月几号，总之就是一直拖。
我们现在就是指望着鹤北这边能还钱，他们
哪怕先还一部分，对于我家来讲都很重要
记者：你家欠的外债偿还得怎么样了？

民警揭黑中介套路 教您防骗五招
谨防低价陷阱

部分经纪人打着“免佣金”
的幌子提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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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伴随着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
暑期租房市场迎来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候。与此
同时，一些黑中介也让很多刚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租客叫苦不迭。
8月9日，
沈阳铁西公安分局提醒租房者：
租房子要擦亮双眼，
五种防骗术教您安全租房。

套路一：

网上图片
与实际装修相差较远
刚毕业的小安想在单位附近租房，其
在租房网站上看中一套三居室，便通过网
站与中介取得联系。
网站上房屋显示的是“简装”，通过中
介传来的图片，小安看到房屋基本配置齐
全，价格合适，便与中介约定看房。
可事实上，小安所见到的房屋，仅仅
是毛坯房，水电未通，内部装修与图片所
示相差较远，且并不符合网站所标示的地
理位置。
类似这种虚假房源信息并不鲜见。
据某房屋中介经纪人讲述，他和同事
经常会在网上发布图文不符的房源信息
以吸引租户，当客户询问时，
“ 房东不在
家”
“该房屋已经出租”
“已被预定”等是惯
用托词。
其直言，还时常冒充房东，以个人房
源直租方式在网站发布信息，并称“如果
在网上被举报了，最多封号几天，没太多
损失。”

套路二：

巧立名目
“陷阱”合同让你签
合同能够为租房者权益提供合法保
护。
但从租房者提供的合同来看，可谓
“形态各异”。有些合同只有一页纸，有些
长达10页。
有些合同写明租金、水电费、网费等
基础费用，有些还添加了卫生费、排污费、

垃圾处理费、收视费等，且多数未标明具
体收费标准。
大学毕业生小于第一次租房时，就被
卫生费坑害不浅。
“合同中卫生费一栏为空白，我以为
这与我无关，便没有在意。后来连续有三
个中介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交卫生费，费
用从一开始的356元涨到1000多元。”小
于说，
“ 中介指着合同中空白的这栏告诉
我，这里已经写明要收卫生费，不交卫生
费就别想拿回押金。”
还有些合同因程序问题或中介不具
备租赁服务资质，本身就不具备法律效
力。

套路三：

克扣押金、暴力恐吓
强令租客搬离
英语老师小林在与朋友租房期间，总
是莫名遭到“扰民”举报。
随后中介便以违反合同为由，在半夜
11点，
安排几名壮汉来到小林住处要求其
搬离。
第二天，当小林再次回到住处时，其
与朋友的行李已被扔出房间。
据一份877名租户参与的调查报告显
42.
3%租 户 的 押 金 遭 非 法 扣 押 ，
示，
16.
42%的租户都曾遭遇黑中介的暴力、
12.
77%的租户更是遭遇
威胁和言语辱骂，
黑中介对居住环境的破坏。
如果租户真的遭遇黑中介威胁，民
警建议，租户要 懂 得 保 护 自 己 ，保 存 如
微信聊天记录、聊 天 录 音 等 证 据 ，将 房
屋原貌、签订的 合 同 、缴 纳 的 费 用 等 拍
照存证，及时向 公 安 机 关 报 案 ，切 不 可
以暴制暴。
“若是网络平台因审核不严致使租
户掉入黑中介陷阱，平台也难逃其咎。”

!小贴士

暑期租房
这五招防骗术了解一下
!"不见面交易需留意，验明真身前，坚决不打款；
#" 谨 防 冒 充 房 东 行 骗 的 伎 俩 ， 一 些 人 将 短 租 来 的 房 屋 转
租，从中牟利；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早年间父母离异，
导致8岁男孩到现在都没有户口，因此已经错过了正常
开始上学的年龄。民警为了给孩子落户，
多方奔走联系，
终于让孩子如愿以偿。
今年5月6日，市民狄女士来到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
局朱剪炉派出所，咨询给8岁的儿子落户口一事。民警徐
金婷接待了狄女士。狄女士称，她早年间离婚了，现在有
一个8岁的儿子。曾经，
狄女士试图给孩子落户并更名的
时候，孩子的父亲一直不肯到场，导致孩子没有落户，现
在已经超过了正常开始上学的年龄了。说到这件事，狄
女士忍不住几次哽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按照相关规定，无论给孩子更名还是落户，都需要
孩子的父亲到场参与申报。不能再这样把孩子耽误下去
了，于是民警联系到孩子的父亲，经过多次耐心沟通和
劝解，男孩的父亲终于同意到场，但是提前声明他只会
到场配合一次。这就要求民警必须事先把全部审批材料
准备妥当，一次申报成功。在准备期间，民警一遍又一遍
地检查材料，来回奔走办理补充。等到孩子的父亲到场
后，相关材料被一次顺利审核通过。8月8日，民警将孩子
的户口本送到狄女士手中时，狄女士流下眼泪，连声道
谢不已。

主身份证!可向公安局确认"

%"谨防低价陷阱，部分经纪人打着“免佣金”的幌子提高租金；
&"确认所有费用，明确违约责任、押金退还等问题，避免纠纷。

提醒：如遇
到暴力恐吓等问
题 及 时 拨 打
报警。
“##$”

清华业主委员会在未召开业主大会、未
通过业主投票表决的情况下与某物业公
司签订了委托物业管理合同。该合同将
原有物业费调高，物业公司以此对小区
物业费进行涨价，造成小区业主多次群
体访。2018年6月，刘娜娜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4.
大洼区赵圈河镇水利站站长李洪
岩，财政所所长、核算中心主任杨素香违
规套取 、核 销 资 金 等 问 题 。 2012年 至
2015年，李洪岩先后承包赵圈河镇政府
桥涵闸站维修、清淤等工程，涉及金额
140.
18万元。2016年底，赵圈河镇在结
算李洪岩工程款过程中，杨素香建议以
开具工程发票、采购物资发票的形式用
专项资金核销，李洪岩采纳建议共计核

老人办业务中暑晕倒
民警救助护送回家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沈阳天气炎热，来
到派出所补办户口本的老人中暑晕倒，民警及时对老人
进行救助。
近日，沈阳持续炎热天气。家住沈阳市苏家屯区红
菱街道北红菱堡村的范大娘来到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
分局红菱派出所补办户口本。
由于范大娘年事已高，穿的又是长衣长裤，再加
上路途较远，范大娘手里还拖着一个沉甸甸的手推
车，范大娘刚进入到派出所户籍室不一会儿就中暑晕
倒了。
正在户籍室办理户口业务的民警发现老人倒地后，
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将范大娘扶到阴凉处，解开
老人的衣领，一边拿湿毛巾给她擦汗降温，一边挥着扇
子给老人扇风降暑。
过了一会儿，范大娘慢慢醒转过来。民警们给老人
倒水，
范大娘喝完了水，渐渐地恢复了精神。范大娘恢复
精神后说明来意，称要补办户口本，可是她本人不是户
主，户主是其老伴儿郭大爷，郭大爷去了外地打工，一时
半会儿回不来，家中又急用户口本办事儿，因此范大娘
很是着急。
民警们决定特事特办，联系到户主郭大爷，征得其
同意后给范大娘补办了户口本。
事情都办好之后，民警于淼不放心让范大娘自己回
家，便找来社区民警开车将范大娘安全地送回家中。

村书记虚报冒领补偿款34万余元
月，刘树祥受到留党察看处分，李红梅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双台子区陆家镇农业水管站原副
站长孙长秘未按照规定处分村集体财产
问题。2004年12月，时任东洼村村委会主
任孙长秘在代表东洼村委会处分村集体
财产前，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
会、且未对炼油厂的价值进行评估的前提
下，
将东洼炼油厂变卖。2018年4月，
孙长
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兴隆台区兴海街道水木清华社区
书记刘娜娜越权签订合同问题。2017年
11月，刘娜娜利用职务便利在水木清华
物业提供的 《关于对水木清华小区物业
服务等级及收费标准考核评定的申请》
上加盖水木清华社区公章，并代表水木

父亲不露面8岁娃没户口
民警跑腿帮忙解决

$"签订合同时，核实房主产权证明!可向当地产交易所确认"、房

盘锦纪委监委通报5起侵害群众利益和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佟阳）8月8
日，盘锦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侵害群众利
益和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1.盘山县甜水镇大台子村原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树祥，报账员李红梅
虚报冒领补偿款问题。2011年大台子村
在重新划分土地期间，村委会将村民孙某
的30多亩土地开荒重新划分，孙某找到大
台子村村委会想要回土地。时任村书记刘
树祥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
私自决定给孙某重新分地。2011年大台
子村进行盐田复垦过程中，时任村书记刘
树祥让报账员李红梅多申报了96亩盐田
995万元，并且将
地，虚报冒领补偿款34.
此补偿款设为账外资金，用于偿还大台子
村的欠款以及村委会日常开销。2018年1

李妻：没有办法，哪有钱还啊。现在就是
我和老人一边打工一边攒钱还，有多余的，看
哪家着急就还点，
没有钱的只能就欠着。
你家打工挣钱多吗？能还多少？
记者：
李妻：打工能挣多少钱，就是维持生活。
我在饭店当服务员，端盘子擦桌子，两千多
块。从1号开始饭店不干了，我还得重新找工
作。根本也还不了多少钱，现在债主方也有起
诉我家的，那我家也没办法，
根本没钱。
记者：债主是怎么对你家催债的？
李妻：以前是威胁我爱人，说不还钱就对
你孩子怎么怎么样。后来我爱人出事了，他们
还说要去我家泼油漆。
之前拖欠工人的工资还上了吗？
记者：
李妻：工人的工资基本都结清了，有一些
没还上的也很少了，千八百的。工人就说你要
是有钱就还，没钱就先算了。我家的情况工人
也了解，我和我爱人的房子都给卖了，就是为
了别欠工人的钱，
毕竟打工的不容易。
记者：工人对你爱人的事情是怎么看的？
李妻：工人知道我爱人也是没有办法做
错了事。其实当时我跟我爱人还说过，要不就
不还工人的钱了，让大家一起去找鹤北那边
要去，也许人一多还能要回来点，后来我爱人
觉得不合适，就把压力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记者：现在你怎么看待你丈夫和他劫运
钞车的这个行为？
李妻：我从始至终都觉得，我爱人犯了错
误，我承认，他也应该得到惩罚。我们现在唯
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从其他方面弥补一下家
庭，把钱要回来，把欠账还上，这对我们以后
的生活都好，让我们家人能够过得更好一点，
他在监狱里服刑也会踏实一点。
记者：李绪义去抢运钞车这个事情之前
没有任何迹象吗？
李妻：没有，一点都没有。要如果有迹象
我们就肯定要拦着，不能让他做，这是违法的
啊。后来警察跟我说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相
信。我丈夫不是凶穷极恶的歹徒，我们俩结婚
十多年了，很少吵架。
记者：
目前这个事情对家庭有影响吗？
李妻：
主要还是经济方面。
孩子也有点影响，
以前挺开朗的，
现在不爱说话。15
岁了，
可能正处
在发育期。老师和同学对他还好，
但孩子自己有
什么事情不愿意说，
我也在尝试跟他多交流。

33万 元 。 2017年 4月 至 5
销 工 程 款 131.
月，李洪岩先后两次从大洼县世达物资
19元，实际
经销处虚开电缆发票25323.
电 缆 花 销 11600元 ， 李 洪 岩 多 开
13723.
19元用于个人花销。2018年3月，
李洪岩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违
19元；2018年2月，杨素香受
纪款13723.
到行政警告处分。
5.辽河口生态经济区苇海集团办公
室副主任杨玉付帮助东郭苇场土地工程
开发公司原经理张作才违规套取资金问
题。2015年10月至2016年，杨玉付在东郭
苇场工作期间与东郭苇场土地开发公司
签订三份虚假合同，帮助张作才套取公款
合计372950元。2018年3月，杨玉付受到
记过处分。

南航年底将开通
沈阳-洛杉矶直飞航线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8月9日记者从南航
北方分公司了解到，南航将在今年12月18日正式开通沈
9日该航线机票正式在南
阳——
—洛杉矶直飞国际航线，
航及各代理的销售系统中上线。沈阳——
—洛杉矶航线是
东北三省首条直飞美国的国际长航线。
12月18日沈阳——
—洛杉矶航线正式开通，班期为每
周二、四、六，由空客A330宽体客机执飞。去程航班号
CZ609，
北京时间1：20从沈阳起飞，当地时间21：00抵达
洛杉矶，飞行时间约为11小时40分；返程航班号为
CZ610，
40从洛杉矶起飞，北京时间5：10返
当地时间00：
回沈阳，飞行时间约为12小时30分。
沈阳——
—洛杉矶直达航线开通后相比较北京中转
缩短约4小时的飞行及中转时间，相比较首尔中转短约
6.
5小时的飞行及中转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