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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身份骗取裸照编造身份骗取裸照

记者从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获悉，2017
年 1 月，中学生何菲上网时遇到一名男子搭
讪。对方自称“施文”，聊了几句便要求她“爆
照”。

对于这样的要求，何菲没有太放在心上，
就发过去几张照片。但对方收到照片后，很快
提出进一步要求，希望她发一些“露点”的照
片，甚至索要“裸照”。何菲没有同意，并直接
将对方删除。

事发时，何菲还不满14周岁，是一名初中
在校生；而施文本名罗英，是一名社会青年。

罗英平日里喜欢在网上搜索女童的 QQ
号，添加后以各种手段获取裸照。通过QQ，
他找到与何菲同校的张玲，通过恐吓等方式，
逼迫其向何菲施压，以达到获得裸照的目的。
随后，罗英又使用另一个QQ号添加何菲，自
称是同校的“学姐”。

在何菲面前，“学姐”精心编织出一个无意
中认识罗英，因为未按要求发送裸照，结果被
罗英找人“侵犯”的故事。

听完这个故事，何菲很害怕，于是在“学
姐”指引下，重新添加罗英为好友，并按其要求
发送部分裸照。

罗英并没有收手，在随后聊天中又提出进
一步要求，希望何菲“出来开房”，否则就将照
片转发给老师和同学，何菲没有理会。

““具有猥亵儿童的主观故意具有猥亵儿童的主观故意””

一个月后，在课堂上学习网络安全相关知
识后，何菲第一次鼓起勇气，将遭遇向老师倾
诉。2017年2月，她在老师和家长帮助下，向
警方报案。

记者获悉，2017 年 3 月 4 日，警方通过网
络固定证据，将罗英控制。在搜查其手机等移
动设备时，警方发现，罗英储存有大量女性裸
照，其中一部分是未成年在校学生。当年 5
月，警方将案件移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罗英所涉嫌的罪名，成
为检方的工作焦点。

根据《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
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构
成猥亵儿童罪。尽管不满14周岁的何菲符合

“儿童”条件，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猥亵儿
童罪的犯罪情形，都是嫌疑人与受害者有直接

接触。
具体到罗英所涉案件，在整个过程中，罗

英与何菲始终是通过线上联系，彼此之间甚至
没有见过面。

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表示，检方通过对包
括QQ聊天记录、证据照片、口供笔录进行分
析后，逐渐对案件性质有了清晰认识。

江汉区检察院认为，罗英在与何菲接触
过程中，明知对方的就读年级、年龄等，并曾
查看过何菲的生活照。此外，根据最高法、最
高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罗英在明知
何菲未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仍提出包括拍摄
裸照、开房等要求，具有猥亵儿童的主观故
意。

检方抗诉后法院检方抗诉后法院““从重处罚从重处罚””

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认定，罗英通过言
语威胁何菲“开房”，最终未能得逞，应认定为
猥亵儿童未遂，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对于一审结果，江汉区检察院未能接受。
检方认为，除了面对面的直接行为，强制儿童
观看淫秽音像制品、拍摄裸照等，也应认定为

“猥亵”。罗英通过言语威胁和恐吓，借此要求
何菲按其要求的姿势拍摄裸照，属于强迫儿童
对自身身体实施猥亵，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
要件。

案件承办检察官、武汉市检察院未检部负
责人黄静表示，如果案情符合“满足行为人的
刺激或性欲目的、侵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
尊严”两个要件，应当认定为猥亵儿童罪。黄
静认为，一审判决未从猥亵的上述实质要件进
行判断，是对猥亵儿童罪客观方面认识错误，
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黄静说，罗英在获得裸照时，猥亵行为即

已实施完毕。在这一前提下，其获得裸照时应
认定为犯罪既遂。此后其利用裸照，试图继续
强迫未成年人开房，是进一步实施犯罪，不影
响猥亵行为已实施完毕的结果。此外，根据四
部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
见》规定，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手段猥亵儿
童”的，应从重处罚。

据此，检方认为一审判决除认定事实及适
用法律错误外，还遗漏从重处罚情节，致使量
刑偏轻。基于上述理由，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
决定提出抗诉，并得到武汉市检察院支持。

二审中，武汉市中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
抗诉意见。近日，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
定罗英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依法从重处罚，
改判其有期徒刑二年。

（本版受害者均为化名）

■■相关新闻相关新闻

诱骗31名女童 男子获刑11年

自称影视公司负责人，南京男子蒋成飞以
招募童星为由，通过网络结识并设计陷阱诱骗
31 名女童，最终实现线上猥亵目的。5 月 29
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宣判，蒋成飞猥亵儿童
罪名成立，一审获刑11年。

法院查明，从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
无业人员蒋成飞在网上谎称代表“星晔公司”、

“长城影视”、“艺然童星工作室”等影视制作单
位，并以“当童星”、“拍电视剧”为名，招募女童
加入。

每当有女童愿与之接触后，蒋成飞便会以
检查身材比例和发育情况等为由，提出需要对
方发送裸照初步筛查。此后，他还会要求女童
打开摄像头“面试”，并要求对方脱下衣服做出
猥亵动作。当有女童拒绝时，蒋成飞便以公开
裸照相要挟，并强迫对方继续裸聊。他还将部

分视频保存在电脑中。
记者获悉，部分受害女童通过家长报警，

南京市玄武警方查明，蒋成飞侵犯的女童达
31人。

法院查明，蒋成飞诱骗的女童遍布全国
各地，多数未满十二周岁，最小的不到 10 周
岁；从诱骗次数看，多名被害人被诱骗两次以
上，身体和心灵受到巨大伤害。

一审法院认为，蒋成飞明知多名女童不
满 14 周岁，仍借助网络通信手段编织骗局，
利用未成年少女社会阅历尚浅，施以哄骗、
引诱、迫使，强迫多名被害人在视频中暴露
隐私部位，或做出淫秽动作，以供其观看满足
淫欲，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对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猥亵，依法应从重处
罚。

鉴于蒋成飞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
尚未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系坦白，可从轻处
罚。其部分犯罪已着手实行，未得逞，系犯罪
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专家说法专家说法

网络诱骗女童拍裸照仍属猥亵行为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审理“诱骗31 名女童
拍裸照”一案的王萍法官说，当事人通过网络
诱骗不特定被害人做出特定动作，对自身实施
猥亵行为，虽然与传统的猥亵行为有一定区
别，且没有进一步的强迫、威胁或传播，但仍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王萍看来，猥亵儿童罪，侵犯的是缺乏
自我保护能力、易受伤害的儿童的身心健康
和人格尊严。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刺激或满足
性欲为目的，以性交以外方法对儿童实施淫
秽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
被害人是不满 14 周岁的儿童，仍实施猥亵行
为。

因为儿童身心发育不成熟，缺乏认知、判
断能力，故猥亵儿童中的猥亵行为既可以是强
制的，也可以是非强制的。既包括行为人主动
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也包括迫使或诱骗被
害人对自身实施猥亵行为；既包括在同一空间
内身体的直接接触，也包括通过网络的非直接
接触。

王萍认为，上述伤害甚至可能伴随被害人
一生，严重侵犯被害人的身体权和隐私权，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据《新京报》

男子网络猥亵女童被判两年
通过网络，在不见面的情

况下胁迫女童拍摄裸照，是否
构成猥亵儿童罪？近日，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网络猥亵儿童案件，引发外
界关注。

检方查明，男子罗英以诱骗、

恐吓方式获得女童裸照后，进一
步提出侵犯要求未能得逞。一审
法院认定罗英猥亵儿童未遂，判
处其有期徒刑 1 年。随后，检方
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定罗英犯
罪事实成立且既遂，改判其有期
徒刑2年。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港中旅·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出境游8560888 国内游8560999 台湾游5111110
巴厘蓝梦双岛+香港迪士尼10日6月天天发团7680元，巴厘岛乐享9日6月每周一、五3999元起
日本本州梦幻双乐园9日游7月10日8680元，普吉7日游6月每周五、日3280元起
香港、澳门-享购奥莱5日游7月3.4.6.9.日5380元/人 7月1日 地中海邮轮“辉煌号”上海—福冈—上海 4晚5日 内舱家庭四人：3899元人起
安心曼谷、芭提雅、沙梅岛8日游每周三、五、日发团2999元起 越南下龙湾、河内、北海8日游6月18-6月23日(天天发团) (西宁起止) 1980元起/人
马尔代夫自由行8天、毛里求斯纯玩自由行8天 6-8月每周六均为6999元起
德法意瑞四国十三日一价全含6月29日14000元，7月7日14200元，7月24日15600元
俄罗斯双首都+皇家庄园+皇家花园10日游6月19日8199元，7月3/17日8399元
高端双首都皇家花园皇家庄园双高铁深度10日游 6月26日10999元
土耳其+迪拜13日（14）日游6月7/20特价7499元，7月17日、8月7日9800元
埃及游轮全景11日7月9、23日、8月13、27日9899元 中国台湾6月18日、20日、7月23日发团（品质保证，安心旅游）

2018【研学夏令营】青海地区报名处 研学营招收：青海省内各中、小学生8-16岁
每位学生研学费：3980元 研学营班期：6月30日起--8月18日止（共7期）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3080元、3380元、4380元(独家产品) 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无锡双飞6日游 2880元
青岛、大连、威海、烟台、旅顺单飞单卧7日游2280元、3080元+北京38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980元、3000元、3800元
6月24日 东北三省旅游专列 空调车3680元 + 俄罗斯海参崴4580元 重庆、长江三峡（美国维多利亚涉外游轮）6日游38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7日游 3600元 桂林双飞6日游 1980元、2380元、2180元、2780元
贵阳、黄果树、龙宫、马岭河、万峰湖双飞6日游2780元/人 贵阳、黄果树、小七孔、桂林山水、古东瀑布双飞8日游 3480元/人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人民公园8060132南山路8820440康乐6361606文化街8237598 七一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气象巷5125170湟源2473093大通2791999 金羚大街7526266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乐都0972-8625111 海南0974-8528811 贵德0974-8555550 民和0972-8535200 民和官亭0972-8411777 互助0972-8389963 德令哈0977-8210056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一单元1061室
原老西宁电影院 电话0971-8254210 18509713837 13519772829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1000话费充值卡
赶海夏令营/北京+北戴河双卧8日游 2980元
华东五市夏令营/环游上海迪士尼双卧8日游 3580元
厦门夏令营/厦门+鼓浪屿+土楼+环岛路+曾厝垵双卧8日游 3580元
重庆+长江三峡双卧7日游 19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熊猫基地+武隆双卧10日游 2780元
海南/三亚自由行双飞6日游 特价2880元 北京+天津+北戴河双卧8日游 2380元
山西太原+五台山+平遥古城双卧6日游 2380元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2480元 云南腾冲+瑞丽+芒市双飞8日游 22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2680元 张家界+桂林双飞8日游 3280元
井冈山+庐山+鄱阳湖+景德镇+婺源双卧10日游 2680元 新疆双飞精华8日游 2780元
拉萨+大昭寺+雅鲁藏布江+羊湖+林芝深度双卧10日游 3380元
圣洁色达纯玩双卧6日游 2380元 青岛+大连+威海+蓬莱+旅顺单飞7日游 2380元
西安+兵马俑钟鼓楼双动4日游 1480元 青海湖+茶卡2日游 580元

云南东南亚 青海湖 拉萨报名送大礼
报名就送1000元电话费充值卡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 4飞8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1980元
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上海双飞7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2580元
贵阳黄果树双飞6日2980元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带全陪25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1780元 拉萨6日9日11日天天发2880起
青岛大连双飞6日带全陪2580元 云南腾冲双飞8日带全陪19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吉婆岛/双飞8日6月18/26日带全陪 188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12日2980元 泰国双飞8日1880元
青海湖一日240元青海湖茶卡一日420元 青海湖茶卡两日游500元
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报名就送1000元话费
西部国旅1：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24小时热线：0971-7733559 0971- 7733551
地 址2：东大街阳光女人商场正门口 24小时热线：0971-5123518 18997244567

神湖国旅西宁市十
佳旅行社

0971-8215618 18797014821 18997196226
L-QH00028

▲全新西安/湖北神农架/圣水湖/武陵峡4日游（每周四） 1680元/人
▲宁夏中卫沙坡头/保安寺/东湖草原三日游（每周五） 498元/人
▲贵州神秘茅台/赤水/遵义红色4日游（每周四发） 1780元/人
▲游船三峡/武汉神农架/恩施包船8日游（6月24日） 1880元/人起
▲新疆天山天池/吐鲁番/喀纳斯双飞8日游（6月15日） 2780元/人
▲江西庐山/井冈山/景德镇/龙虎山双飞8日游（每周六） 2780元/人
▲2018年青岛研学夏令营8日游（6月30日首班） 3980元/人
另有旅游租车、包车服务、更多精彩线路详情请来电咨询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18997202026 0971-8588224
海湖新区服务热线：14709756779 城西区服务热线：18997202026 城中区服务热线：17797113314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080元 台湾环岛精选专享8日游7月5日发团61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腾冲芒市瑞丽1780-6480元 桂林游不同档次不同的体验感每天发班1480-4380元
新疆吐鲁番伊犁天山天池双飞8日游6月15/19/22发团2780元 贵州双飞5日游6月13.19发班2680元
青岛海阳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单飞7日游2280元 三亚双飞6日游6月1-14日发团1780元
暑期研学夏令营双卧8日北京2990元 厦门3180元 华东3480元青岛3080元 四川2880 广州3980 云南36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2680元 重庆长江三峡三卧6日游兰州起至1680元
拉萨纳木措日喀则羊湖林芝双卧6天2080元 敦煌嘉峪关张掖方特雅丹玉门关4-5天1750-2250元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天天发22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纯玩2日游580元
山西五台山云岗石窟平遥古城乔家大院5日游2080元 青海湖纯玩1日游260元
大敦峡1日游148元 麦积山2日游430元 甘肃黄河石林纯玩2日游390元 贵德互助1日游260元
总部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万达中心1号楼17楼11705室 14709756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