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洋案5名涉事民警被立案侦查
北京警方表示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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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1日电 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官方微博1日发布消息，北京市检察

机关依法决定对邢某某等五人立案侦查。

北京警方表示将继续配合检察机关依法

开展侦查工作。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消息说，

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完成对

“雷洋涉嫌嫖娼被民警采取强制约束措施

后死亡”线索的初查工作，认为符合立案

侦查条件。根据办案的实际需要，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决定，将该案交由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第四分院立案侦查。

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依法决定对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

出所民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按程序通知家属。同日，北京市有关检

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还向雷洋家

属吴某某通报了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情

况。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随后发布消

息表示，北京警方将继续配合检察机关开

展侦查。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日上午，

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

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

合材料公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谢

罪并达成和解。三菱公司向每位受

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

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

念碑。记者从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

助团团长傅强处获悉，6月2日，山

东被掳往日本劳工代表及遗属将在

山东高密会面，讨论如何尽快督促

三菱履行承诺，预计山东劳工或遗

属近期将获赔偿款。

三名劳工代表接受三菱

公司谢罪赔款

“去年山东劳工就与三菱拟定

了和解协议书草案，这是中国民间

对日索赔的实质性进展，估计最近

就要进入谢罪、赔款的实施阶段。”

傅强介绍，对众多三菱受害劳工及

遗属来说，这个结果等了太久，作为

法律援助律师，他希望早日为受害

劳工找回尊严。

据了解，6月1日接受三菱材料

谢罪并达成和解的三名中国劳工代

表，分别是96岁的阚顺、89岁的张

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他们代表所

有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

意与其达成和解协议的被掳劳工或

遗属，与该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

协议。在《和解协议书》中，三菱公

司明确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

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

“真诚的谢罪”。三菱公司将向每位

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 0万元人民

币，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

让后人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

历史。

山东1501名受害劳工，不

足10人健在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39000余
名中国劳工到13家公司强制劳作。

其中，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

会社（三菱材料公司前身）。据中国

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介

绍，山东是日本强掳劳工的重灾区，

3765名被掳到三菱矿业的劳工中，

仅山东就有1501人，目前健在的不

到10人。

今年73岁的刘焕新是中国劳工

代表刘连仁的儿子，1990年他开始

提出民间索赔，1995年进入索赔诉

讼实践阶段，在为受害劳工争取权

益的路上，已奔波了26年。他先后

十几次赴日与三菱就赔偿问题交

涉。在刘焕新多年努力下，2015年，

三菱公司基本同意与中国劳工代表

及家属达成和解，愿为被掳劳工每

人赔付10万人民币作为和解金，但

最终实现赔付还要等三菱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后。

“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把

受害劳工的问题解决好，下一步就

是尽快敦促三菱公司将和解协议生

效。”刘焕新表示，他将在与劳工及遗

属代表商谈后，与三菱公司直接联系

和解协议如何实施，下一步就是根据

资料重新确认受害劳工名单。

从民间索赔到诉讼，最

终“整体解决”

2010年和2014年，山东受害劳

工先后两次向山东省高院递交诉

状，起诉日本三菱公司，状告三菱公

司设在山东青岛和烟台的两家企

业，索赔额由30万元至100万元，并

要求在日本和中国建立纪念碑或纪

念馆。

2015年6月，三菱综合材料公

司在北京约见了刘焕新和傅强等

人，提出和解意向。三菱方面拟定了

和解协议书草案，表示愿诚意谢罪，

并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
元人民币，在日本设立受害劳工纪

念碑并进行祭奠追悼。傅强介绍，自

山东受害劳工在全国率先向法院提

出诉讼请求后，全国多地三菱受害

劳工（本地有三菱企业的）也向当地

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菱于是提出

“整体解决”。

“三菱不仅要和山东受害者联

谊会签和解协议，还要和外省市的

长崎三岛联谊会、河北三菱受害劳

工联谊会、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

谊会等，分别签订同样内容的和解

协议。受害劳工一旦同意和解，在接

受谢罪和10万元人民币后，将承诺

放弃今后向三菱再提出请求的一切

权利，也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提起诉

讼。”傅强说。

三菱材料终谢罪 与部分中国劳工达成合解
将赔偿每人10万元并建纪念碑，我省受害劳工近期有望获赔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

高度重视涉警舆情 决不包庇袒护
据人民网北京6月 1日电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国务

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

郭声琨 5月 3 1日在部党委会

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

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有的放矢地组织开

展社会治安专项整治，坚持

不懈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依 法 打 击 各 类 违 法 犯 罪 活

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

会议指出，当前，全国社会

治安大局总体稳定，但夏季季

节性犯罪特点明显，一些严重

刑事犯罪、“两抢一盗”、非法集

资和网络电信新型犯罪屡打不

绝，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始终坚持主动进攻，扎扎

实实地抓好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各项措施的落实。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

打方针，集中力量开展破案攻

坚，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打下去。要紧密结合推进立

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进一步严密社会面治安防控，

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安

全防范，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

罪活动空间。要坚持关口前移，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矛盾排

查化解工作，切实落实源头治

理措施，不断深化缉枪治爆等

专项行动，努力从源头上消除

安全隐患。

会议强调，各级公安机关

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切

实增强法治观念，进一步规范

执法标准、完善执法细则，强化

对执法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使

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

依、有规可循。

要加强对广大民警的教育

培训，努力实现执法行为标准

化，着力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切

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

要求落实到每项执法活动、每

个执法环节中。

公安部将派出督察组对各

地公安执法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督察，及时发现、纠正执法突出

问题，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向

纵深推进。

对涉警舆情，要高度重视，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待，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对确有执法过

错的，要严格依纪依法处理，决

不包庇决不袒护；对恶意造谣

炒作民警依法履职的，要及时

澄清、依法查处，坚决维护法律

尊严和执法活动的严肃性。

人民日报评雷洋案新进展：

让一切回到法律程序的轨道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决

定对雷洋案涉事民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

案侦查，雷洋案的辩护律师对此评价，北京

市检察院接受报案，及时立案，让每个案件

当事人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

得见的方式实现。从及时动态公开案件信

息、委托第三方进行尸检，到北京市公安局

“绝不护短”的表态，再到市级检察院立案

侦查，人们从中看到执法机关推进公开透

明、夯实法治信仰的决心。

程序正义体现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

基本区别。尽管尸检还在病理检验阶段、

结果尚需等待，尽管侦查还需时间，但要

认识到，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证据的采

信、事实的认定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雷洋

案”正沿着法治程序的轨道一步一步走向

真相与正义。在此“空窗期”，让我们耐心

等待，积极监督，将对这一案件的关切汇

入对司法公正的推动。

对于社会来说，每一起争议案件，都是

一次普法教育；每一次依法解决，都是一个推

进法治建设的契机。透过这起引发多元舆情

的个案，一个法治共识值得珍视，即对确有执

法过错的，要严格依纪依法处理，决不包庇决

不袒护；对恶意造谣，以虚假信息扰乱视听、

诋毁民警依法履职的，要及时澄清、依法查

处，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执法活动的严肃性。

无论是案件的处理，还是公安的执法，回到法

律程序的轨道上，才是法治的胜利。

公众关注“雷洋案”，不只是在意公共

安全是否存在，更在意实现正义的法治信

仰会否动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

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

会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才有坚实基础，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才能成为全社会的遵循。

据《人民日报》

1日上午，三位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签署协议。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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