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唐山这起群殴女子事件，令人震惊，不仅挑战了
法律，还挑战了社会秩序，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被打女子仍
在医院治疗，病床上的她们需要一个公道，全社会需要一个交
代。尽快依法办理，让施暴者付出沉重代价，人们拭目以待！

央视新闻：黑恶势力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如
果不彻底铲除，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滋扰伤害
人民群众平安生活的黑恶势力，不可姑息，扫黑除恶必须持之
以恒、彻彻底底，不能存在盲区、留有死角！

中国日报：难以想象，这一事件会对被殴打者造成什么样
的伤害。当地执法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尽快将施暴者抓捕归
案，并依法严惩，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更要还给女性应
有的社会安全感。

工人日报：有序与安全一直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普遍期
待。如果人人都要在“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时候提防别被人打了
或劫了，那么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和稳定将不复存在。在
众目睽睽、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环境下，当暴力的拳头落下、猖
狂的叫嚣响起，不仅是本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女性权益受损，更
为普遍的民众的安全感也被击碎——这里的民众，无分男女。

中国青年报：众目睽睽之下，几名身强力壮的男性公然殴
打女性，毫无疑问违反法律。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也让这起事
件引起众多网民关注。无论如何，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善不能
向恶妥协。对此类违法犯罪行径，没有丝毫妥协退让余地。

中国妇女报：唐山烧烤店打人狂徒激起全网公愤，他们的
恶行触碰法治社会底线，挑战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意志，不严
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抚伤痕，不严惩不足以护尊严，
不严惩不足以儆效尤，不严惩不足以树法威。对于此类严重侵
犯妇女权益的恶性案件，只能而且必须零容忍。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是基础，是底线。我们期待执法
机关对这帮无法无天的狂徒依法严惩。

法治日报：法治社会，岂容如此目无法纪、蛮横猖狂？随意
骚扰殴打女性，谁给的胆量和底气？无论何时何事何因，任何
人都不该突破法律底线，践踏他人尊严，破坏社会和谐与公
正。正如警方通报所说，警方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人
员。暴力与法治社会绝不“兼容”，社会戾气必须依法制止，施
暴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

唐
山
市
开
展
﹃
雷
霆
风
暴
﹄
专
项
行
动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遏制“天价”月饼就应未雨绸缪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
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要求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
月饼实行重点监管。经营者应当将销售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
月饼的交易信息，妥善保存两年，以备有关部门依法查核。

端午节刚过，四部门就联手遏制“天价”月饼，提前亮
起了警告的黄灯。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既可以防止资
源浪费，也有效防范了月饼成为奢靡浪费的载体，树立了
勤俭节约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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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生活在陕西西安的张女士反映，自己女儿小欣
上幼儿园遭拒。张女士称，小欣5岁，患有白血病，经过在西安
近3年的治疗已经好转到完全缓解期，医生建议上学，但是幼
儿园得知情况后却要求孩子退园。对此，西安市莲湖区教育局
称，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会咨询卫生部门协调此事。

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都应得到保障

接受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对于比较特殊的
患病儿童，社会应当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宽容，而不是
将其拒之门外。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给出一
个满意的答案，不要影响孩子上学。

伴随着高考结束，1193万大军得以从繁忙的课业压力中
暂时解脱出来。一场火热的“后高考经济”大戏帷幕正式拉
开。然而，火热的“后高考经济”也不时出现不和谐场景：有
的毕业旅行相互攀比、炫耀；有的考生不顾一切追求高端电
子产品，有的盲目跟风整形……

“后高考经济”中家长和学生都要保持一分定力。学
生应适度放松，张弛有度，轻松而有意义地准备大学生
活。家长要量入而出，理性消费，拒绝攀比，利用好这个
假期帮助孩子们或培养兴趣爱好，或学到一技之长，使学
生以更加饱满、从容的姿态迎接大学生活。

火热的“后高考经济”有待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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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涉案9人全部被逮捕
新华社石家庄6月12日电（记者 杨

帆 齐雷杰）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
局12日通报，经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陈继志等9名犯罪嫌疑人已由廊坊
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执行逮捕。此前，据河
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唐山市路北
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

件，由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
10日凌晨2时40分左右，唐山市路北

区一家烧烤店发生一起多名男子群殴女性
事件。该事件引起舆论持续关注，不少网
民对打人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
惊。

此前警方调查显示，这9人中有7名

男性、2名女性，案发时多人实施了暴力行
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其
中几人外逃到江苏。10日，警方成立专案
组展开广泛调查取证研判，随后展开抓
捕。在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和
河北、江苏警方合作下，9名涉案人员于11
日被全部抓获归案。

针对这起烧烤店寻衅滋事、暴力殴
打他人案件，唐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表示，要从严从快依法严惩，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保持依法
严厉打击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还伤者公道、还市民安宁、还
社会稳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综合消息 据河北日报
客户端消息，6月12日
下午，河北省唐山市召
开夏季社会治安整治

“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动
员部署大会，唐山市委、
市政府决定，从即日起
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
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
暴”专项行动，把打击锋
芒对准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活
动，出重拳，用重典，惩
恶务尽，绝不手软，以雷
霆万钧之势尽锐出战、
决战决胜。

专项行动将全面整
治社会治安领域突出问
题，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
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整治
内容为：打架斗殴、寻衅
滋事、故意伤害、侮辱妇
女等违法犯罪行为；敲
诈勒索、欺行霸市、强揽
工程、强迫交易等违法
犯罪行为；聚众赌博、组
织容留卖淫、吸毒贩毒、
盗窃、抢劫、诈骗、网络犯
罪等违法犯罪行为；对违
法犯罪进行包庇纵容，失
职失责的违纪违法行为。

唐山市委、市政府
成立夏季社会治安整治

“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指
挥部，由市委书记、市长
任双指挥长，市有关领
导为成员。各县市区同
步展开专项行动，坚持
对违法犯罪零容忍、露
头就打。坚持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打击一
起、曝光一起，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加大线索摸
排力度，对所有线索，交
由指挥部线索核查组统一甄别研判，对转
化成案的线索，由指挥部打击整治组统一
指挥，严格落实异地核查、异地用警、指定
管辖等措施，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专项行动中，唐山将全面启动高等
级巡控，积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防控体
系，不断强化社会治安形势预警研判，动
态调整警力部署，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
街面，最大限度提升巡控力度、反应速
度，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河北唐山某烧烤店涉嫌寻衅滋事、暴
力殴打他人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涉案
人员将面临哪些法律惩罚？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专访了三位专家。

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教授王志祥告

诉记者，打人者具体罪名的确定有待公安
机关后续的侦查情况，特别是伤情鉴定的
结果。按照刑法第293条的规定，“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唐
山烧烤店打人案件中，多位施暴者在公共
场所使用暴力随意殴打多位女性，造成公
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这属于随意殴打他
人，情节恶劣的情形，已涉嫌构成寻衅滋
事罪。而且，现场视频经网络传播引起社
会公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受伤
女子的伤情鉴定结果还有待公布。如果
构成重伤，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
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
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殴打他人轻则违
法，重则涉嫌犯罪。寻衅滋事罪不以造
成轻伤结果为入罪前提。“随意殴打他
人，情节恶劣的”，就涉嫌寻衅滋事罪。
如果是造成轻伤，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故
意伤害罪，择一重罪惩处，寻衅滋事罪可
以判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较故意伤害
罪重。如果构成重伤，同样涉嫌故意伤
害罪和寻衅滋事罪，择一重罪惩处，构成
故意伤害罪。

一位妇女维权法律专家告诉记者，如
果歹徒仅仅是酒后施暴，没有其他企图，给
被害人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就构成
了故意伤害罪，司法机关会根据伤害程度、
犯罪手段和情节，依法量刑；如果几人施暴
时不计后果，诸如有“往死里打”“打死算”
之类的话语，表明他们对被害人死亡的结
果持积极追求或者放任态度，那可能就构
成故意杀人罪，因为四五名壮汉同时围殴
一名女性，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稍
有理智的人都明白。

伤情鉴定结果是确定罪名的重要因
素。阮齐林告诉记者，伤情鉴定可以马上
进行。我国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非

常清晰、相当成熟。通常是对当时造成的
伤势，结合后遗症的情况综合判定。如果
一些伤情当时看不出来，随着时间推移有
后遗症，造成残疾，伤情鉴定可以做出修
正。

阮齐林特别强调，司法实践中伤情鉴
定的“轻伤”“重伤”可能和社会公众的认知
存在差别。有的看起来打得特别凶狠，但
是经司法伤情鉴定也可能达不到轻伤或重
伤。

是否涉嫌强制猥亵？
从目前唐山警方披露的案情通报和网

络传播的打人视频来看，该事件起因是一
男子骚扰一名女性，继而多名男子围殴几
名女性。有网友提出，施暴者是否涉嫌强
制猥亵、强奸未遂？

上述妇女维权法律专家告诉记者，如
果几名歹徒酒后对女性有不良企图，出面
骚扰女性，或者试图将女性带离餐厅实施
性侵犯，就可能构成强奸罪（未遂）。因此，
具体构成什么犯罪，还要等待警方的侦查
结果来定。

阮齐林认为，从起因上看，施暴者在公
共场所调戏妇女，有猥亵的行为，但是如果
动作不大，比较轻微，一般不会单独以强制
猥亵罪归罪。寻衅滋事罪来自以前的流氓
罪，其中的一个罪状就是“追逐、拦截、辱
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因为调戏妇
女继而打人，通常包含在寻衅滋事罪里面，
作为其原因。关于强奸未遂，目前从监控
里看不出有这样的行为。

是否涉黑涉恶？
有网友提出，该事件中多人暴力殴打

他人，是否涉黑涉恶？
上述妇女维权法律专家认为，关于是

否涉黑涉恶，要看警方进一步侦查的结
果。对黑社会组织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有
专门的司法解释，需要符合黑社会认定标
准，例如，有专门的组织，有经济实力，有官
商勾结保护伞，有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的破坏。关于恶势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
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力
有明确的定义，是指经常聚集在一起，以暴
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
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并且还没有形成黑社会性质的违
法犯罪组织才能认定为恶势力。通常为3

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如果他们确是
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之前就有犯罪前科，符
合法律关于涉黑涉恶犯罪的规定，那就要
按照涉黑涉恶团伙对待，从严从快处理，严
惩不贷。

在阮齐林看来，刑法第294条规定了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有四大特征，即组织性、经济
性、为非作恶、控制性等。如果仅仅是这一
次打人事件，较难定性为涉黑涉恶。还需
结合后续侦查情况看是否有其他犯罪事
实。

对暴力伤人行为零容忍
上述妇女维权法律专家认为，几名壮

汉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地对妇女实施残
忍暴力，令人极为愤慨。他们的行为不仅
挑战法律尊严，同时给社会公众，尤其是
妇女造成严重不安全感，也抹黑了当地城
市形象。在国家不断强调建设法治社会、
保障妇女权益的当下，舆情的沸腾准确传
达出公众的心声，就是绝不接受这类兽行
重演，期望公安机关有一起就要严厉打击
一起，依法严惩，并希望各地公安机关严
查社会治安方面的隐患，保一方平安。

该妇女维权法律专家认为，从视频看，
事件的起因是一男性到就餐女性身边，用
手触摸女性身体被拒绝后，就开始对女方
实施暴力殴打。该男性擅自触摸女性身体
的这一行为属于典型的在公共场所对妇女
的性骚扰。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在“大修”，
修订草案二审稿第25条对妇女的性骚扰
做出了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就是其中规定
的“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被害人有
权拒绝，有权报警。至于性骚扰不成后，转
化为残忍暴力，就要按照后续行为触犯的
罪名依法惩处。执法部门要以雷霆手段回
击歹徒的嚣张气焰，恢复社会秩序，抚慰受
害人及公众受伤的心灵，确保此类恶性案
件不再重演。

在阮齐林看来，该案件中，施暴者随意
殴打女性，欺凌弱势群体，手段残忍，必须
零容忍。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随意殴打他人
规定了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司法
人员要加强培训，统一执法标准，对暴力行
为零容忍。用足用好目前法律规定，发现
一起打人事件严肃处理一次，即使构不成
寻衅滋事罪，也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加
以处罚。如果经过多次治安管理处罚仍不
悔改，可以作为情节恶劣考量，就涉嫌构成
寻衅滋事罪。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依法严惩有哪些法律依据？ 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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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报记者对话三位专家

6月12日，员工向中考
学生派送爱心食品。

6月12日，重庆永川一
公司在永川区凤凰湖中学考
场外设立“助力中考，梦想启
航”爱心驿站，为考生们免费
提供酸奶、蛋糕、养生茶等食
品，并协助维护考场周边秩
序，开展文明引导，减少人员
聚集。同时，该公司还组织
20台爱心送考车在中考期
间免费接送学生考试，传递
对学子的关心。当日，重庆
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暨
高中招生考试开考。

中新社发 陈仕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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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严惩让施暴者
付 出 沉 重 代 价

设置“孝心车位”值得推广
最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某小区多了两个艺术感十足

的车位：明亮的黄色底，两只手紧握在一起，象征着亲人间血
浓于水的亲情。这是街道联合中国美院志愿者，为老人们打
造的“孝心车位”，表达了一种“欢迎常回家看看老人”的态度。

在停车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设置“孝心车位”不仅
切实地方便了回家看望老人的子女们，也具有很强的符
号效应，春风化雨般地提醒每个路过的人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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