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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10日發布了
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案9
日的庭審紀實，詳述了該案的作案動
機、作案過程、司法鑒定等。薄谷開
來在作最後陳述時說： 「這個案子的
發生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很大損失，我
應當承擔責任，我將永遠難以心安
……為了維護法律尊嚴，我願接受並
坦然面對任何判決，我也期待法庭公
平公正的判決。」

驗明伍德心血含氰離子
公訴人出示的證人證言顯示：薄谷開來通過他人

非法獲取了含有氰化物的毒藥（俗稱 「三步倒」）。
法庭上，公訴人出示的公安部物證檢驗報告、物

證檢驗意見書等證據顯示：在對案發現場提取的痕跡
物證以及由重慶市公安局在尼爾．伍德死亡後提取並
保存的尼爾．伍德心血重新檢驗、鑒定後，驗明尼爾
．伍德心血和現場提取的部分嘔吐物中含有氰離子，
尼爾．伍德的死亡原因係氰化物中毒所致。

法庭上，薄谷開來和張曉軍的辯護人對心血等物
證檢材的流轉、保管等問題提出了辯護意見。公訴人
在答辯時指出，心血等關鍵檢材的保管正常，證明了
物證的合法性。

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專家出庭作證並回答了公訴
人和辯護人的提問。

王立軍反映谷涉嫌謀殺
公訴機關提交給法庭的證據材料反映，201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與薄谷開來
一家關係密切的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的郭維國，受
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指派，負責該案
的辦理。郭維國安排關係密切的李陽（時任重慶市公安
局刑警總隊總隊長）、王鵬飛（時任重慶市公安局技術
偵查總隊總隊長兼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王智（時任
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常務副局長），到現場
參與處置（以上五人均另案處理）。在走訪和現場勘查
過程中，郭維國等人發現薄谷開來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遂通過製作虛假走訪筆錄、隱匿物證等手段掩蓋其到過
現場的真相，並商定將尼爾．伍德的死因確定為酒後猝
死，不作刑事案件立案，且通過做工作，使尼爾．伍德
家屬認可了酒後猝死的結論，並不做屍體解剖，就地火
化。

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
滯留事件發生後，公安部對其反映的薄谷開來涉嫌殺害
尼爾．伍德的問題高度重視，成立了覆查組，依法對該
案進行覆查。經覆查，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
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2012 年 3 月 15 日，薄谷開
來和張曉軍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公安機關監視居住。

為保證案件依法公正辦理，經公安部、最高人民檢
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該案由安徽省合肥市公
安局立案偵查、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合肥市中
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

2012年7月6日，檢察機關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准
逮捕薄谷開來和張曉軍。7月10日，公安機關偵查終結
後，以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罪將案件移送檢
察機關審查起訴。7月26日，合肥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9日上午8時30分，隨着法槌敲響，審判長、合肥
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胡權明宣布開庭。被告人薄
谷開來和張曉軍被法警帶入法庭被告席。被告人薄谷開
來，曾用名谷開來，1958年11月15日出生，北京市人
，戶籍所在地北京市東城區，為北京市在冊律師；被告
人張曉軍，1979年10月22日出生，山西省古縣人，戶
籍所在地重慶市渝中區，重慶市委辦公廳工作人員。

8時35分，在審判長當庭告知當事人庭審過程享有
的訴訟權利後，法庭調查開始。出庭支持公訴的合肥市
人民檢察院檢察員杜薇宣讀起訴書。

起訴書指控薄谷開來及其子薄某某與英國公民尼爾

．伍德因經濟利益發生矛盾，薄谷開來認為尼爾．伍德
威脅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與被告人張曉軍共同
投毒殺害了尼爾．伍德。

谷：願坦然面對任何判決
合肥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採

取投毒手段殺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其行
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
定，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本案係共同犯
罪，薄谷開來是主犯，張曉軍是從犯。

二被告人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作了陳述，承認

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公訴人、辯護人分別訊（詢）問
了被告人。隨後，法庭進入舉證質證階段，公訴人通過
多媒體展示了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勘驗
檢查筆錄、鑒定意見、視聽資料等證據。控辯雙方還就
案件事實、證據及適用的法律等問題進行了法庭辯論。

15時10分許，庭審即將結束，薄谷開來在作最後
陳述時說，對起訴書指控的案件事實我表示接受。這個
案子像一塊巨石一樣壓了我半年多，現在回想起來，真
是噩夢一場。去年 11 月的那幾天，當我確知兒子危在
旦夕的時候，我的精神的確是崩潰了。一個悲劇因為我
而發生，不僅對尼爾，而且延伸到幾個家庭。這個案子

的發生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很大損失，我應當承擔責任，
我將永遠難以心安。感謝辦案人員對我的人道主義關懷
，我向法庭鄭重表示，為了維護法律尊嚴，我願接受並
坦然面對任何判決，我也期待法庭公平公正的判決。

張曉軍：我真的知道錯了
張曉軍最後陳述說，我對我的行為表示認罪，在此

向受害人家屬說聲對不起。希望法庭給我一個重新做人
的機會，我真的知道錯了。

15時20分，法庭審理結束，審判長宣布休庭，擇
期宣判。

【本報訊】《華盛頓郵報》10 日報道了伍德
給薄瓜瓜的威脅郵件。在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
法庭上，檢控官稱，在2011年11月10號，海伍德
發給薄熙來和谷開來的兒子薄瓜瓜一封電子郵件。
薄瓜瓜當時正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就讀。

根據檢控官的說法，英國商人海伍德對他參與
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失敗極為不滿。這一項目據
稱可以讓海伍德賺到超過1億英鎊。

該房地產項目是薄瓜瓜介紹的，海伍德在給薄
瓜瓜的郵件中要求薄瓜瓜向他支付10%先前承諾能
得到的利潤，大約1300萬英鎊。

華盛頓郵報報道說，根據庭審現場觀察人士的
敘述，法庭上出示了據稱是海伍德寫給薄瓜瓜的郵
件。法庭展示的是附有中文翻譯的郵件複印件。

海伍德在郵件中據稱警告薄瓜瓜說，如果不給
錢， 「就毀了你」（you will be destroyed）。

根據法庭上檢控方的說法，張曉軍向谷開來報
告了海伍德對薄瓜瓜的這一威脅。據稱谷開來本人
不用電子郵件。

共調查對象證人394人次
此案引人關注。從偵查到批捕，從起訴到庭審，

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以事實為根據，以法
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案。

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制定了周密的偵查訊（詢）
問方案，共訊（詢）問調查涉案對象和證人 394 人次
，形成證據材料212份，共計16卷1468頁。偵查人員
還上百人次前往重慶、北京等地，進行現場勘查，調
查本案相關當事人和知情人，了解心血、毒品、嘔吐
物等重要證據的提取、檢驗、保管、流轉等全部過程
，經過 3 個多月的縝密偵查，進一步掌握、核實了大
量證據。

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為確保案件事實清
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辦案人員對偵查機關
收集、形成的證據及時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審查，向公
安機關提出補充偵查意見 200 多條；及時向犯罪嫌疑
人送達了權利義務告知書，依法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
辯護人；告知被害人近親屬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依
法訊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辯護人的意見。

案件提起公訴後，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
合議庭，向被告人及時送達了起訴書副本，對被告人
和被害人近親屬依法告知了相關訴訟權利，並及時通
知被告人辯護人依法查閱案卷材料。

谷曾拒絕聘請律師
薄谷開來被偵查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後，曾一度拒

絕聘請律師。為保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辦案人員
多次依法告知其有權委託律師，薄谷開來最終自行決
定聘請了兩名律師，張曉軍也自行決定聘請了一名律
師。庭審結束後，被告人薄谷開來的辯護律師之一、
安徽天禾律師事務所律師蔣敏說，介入此案以來，司
法機關保障了我們的律師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利，10
多次會見了被告人，今天在法庭上我也充分發表了辯
護意見，我原來計劃講的都在法庭上說了。

我將永遠難以心安我將永遠難以心安

1東窗事發

「拚死制止伍德的瘋狂」
隨着法庭調查的逐步深入和法庭辯論的充分展開，

根據薄谷開來、張曉軍在案件偵查階段和法庭審理時的
供述以及當庭出示的在案證據，二被告人涉嫌故意殺人
案的重要情節逐漸呈現出來。

薄谷開來在供述中稱： 「大約在 2005 年前後，我
的兒子在英國讀書時，尼爾．伍德寫了一封自我介紹信
表示要認識我們。」

薄谷開來供述，她和兒子薄某某同尼爾．伍德結識
後，她曾介紹尼爾．伍德參與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參
與一土地項目的前期策劃（實際未開發），後尼爾．伍
德因索要報酬等問題，與她及其兒子薄某某產生矛盾，
並對薄某某進行人身威脅。

公訴人當庭出示的尼爾．伍德和薄某某的多封往來
電子郵件顯示，雙方矛盾因上述糾紛導致逐步激化。

公訴人當庭出示的證據顯示，薄谷開來獲悉這些情
況後，認為尼爾．伍德已威脅到其子人身安全，決意將
其殺死。

公訴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薄谷開來供述稱： 「在我看
來這已經不僅僅是威脅了，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我必
須拚死制止尼爾．伍德的瘋狂。」

法庭上，被告人薄谷開來的辯護人就犯罪動機提出
了辯護意見。公訴人出示了一系列證據證明薄谷開來的
犯罪動機。

偽造現場 造成吸毒假像
公訴人出示的張曉軍供述稱，2011年11月12日薄

谷開來讓我聯繫尼爾．伍德，說要見他，並把他接到重
慶。薄谷開來一再囑咐我和尼爾．伍德一起回重慶。我
給他打了電話，並說薄谷開來想在重慶見他。尼爾．伍
德說他也想見薄谷開來，但要看時間安排。半小時後
尼爾．伍德給我回電話說他明天就有空，讓我幫他訂
機票。

機票和酒店入住登記表等書證顯示，2011 年11月
13 日，張曉軍陪同尼爾．伍德從北京來到重慶，並將
其安排在重慶市南岸區南山麗景度假酒店16棟1605室
入住。

公訴人在法庭上出示了薄谷開來和張曉軍的供述：
當晚，薄谷開來在自己的住處準備了裝有含有氰化物的
毒藥的玻璃瓶和裝有毒品膠囊的藥瓶，並將裝有毒藥的
玻璃瓶交給張曉軍。

用醬油壺灌毒藥
當晚 21 時許，薄谷開來、張曉軍攜帶裝有含有氰

化物的毒藥的玻璃瓶和裝有毒品膠囊的藥瓶以及酒、茶
等物來到尼爾．伍德入住的酒店，薄谷開來進入房間與
尼爾．伍德一起飲酒、喝茶，張曉軍在外等候。後尼爾
．伍德因醉酒倒在衛生間，薄谷開來叫張曉軍進入房間
並要去其隨身攜帶的毒藥。

張曉軍供述稱，他將尼爾．伍德扶到床上，薄谷開
來趁尼爾．伍德嘔吐後要喝水之機，將毒藥倒入其口中
，又將事先準備的毒品膠囊等物倒在房間地面上偽造現
場，造成尼爾．伍德吸毒的假像。

張曉軍在供述中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薄谷開來把小
瓶裡的毒藥倒進事先帶來的小醬油壺中，然後把水倒入
小醬油壺，走到床的左側，一邊和尼爾．伍德說話，一
邊拿着小醬油壺往他嘴裡倒……

驗出薄谷開來DNA
公訴機關向法庭提交的相關錄影資料也顯示，薄谷

開來、張曉軍案發當晚去了尼爾．伍德房間。公安部物
證檢驗報告顯示，現場提取的瓶蓋、茶杯蓋等物證檢出
了薄谷開來和張曉軍的DNA分型。酒店服務員的證詞
表明，薄谷開來離開1605室時將「請勿打擾」的提示牌掛
到門把手上，還叮囑酒店服務員不要打攪房間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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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具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薄谷開來聘請的律師向檢察

機關提出了對薄谷開來案發時的精神狀態進行司法精神
醫學鑒定的申請。檢察機關經審查，依法委託上海市精
神衛生中心司法鑒定所對其進行鑒定。

作案有明確目的和現實動機
專家鑒定組在查閱病歷、訊問筆錄、證人證言，與

被鑒定人薄谷開來單獨交談並進行討論分析後認為，薄
谷開來曾先後因 「慢性失眠症」、 「焦慮抑鬱狀態」、
「偏執狀態」等接受過治療，使用過抗焦慮抑鬱、鎮靜

催眠藥物，甚至合併使用過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但療效
並不持久，並且對鎮靜催眠藥物也形成了一定的軀體和
心理依賴，並致精神障礙。但是，被鑒定人本次作案有
明確目的和現實動機，作案之前經過了預謀準備，如向
他人索要並存放毒藥、策劃將被害人帶到重慶、安排作
案地點等；對作案環境辨認良好；存在較強的自我保護
意識。

綜上，被鑒定人薄谷開來對本次作案行為性質和後
果的辨認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應評定其具有完全
刑事責任能力。

5司法鑒定

6庭審前後

外媒：
伍德威脅稱「毀了你」

【本報訊】據香港中通社合肥10日電，因涉
薄谷開來殺人案件，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
國等 4 人徇私枉法案件，10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中
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因涉案人數眾多，是次庭
審從早晨8點半一直持續到當晚7點半左右。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唐義干當晚向媒
體通報說，被告人郭維國、李陽、王鵬飛、王智
承認了起訴書指控的徇私枉法的基本事實。

2012年7月30日，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
維國、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總隊長李陽、重
慶市公安局技術偵查總隊原總隊長兼渝北區公安
分局原局長王鵬飛、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
分局原常務副局長王智，因涉嫌在處理尼爾．伍
德死亡案件中包庇薄谷開來，使其不被刑事追究
，被合肥市人民檢察院以徇私枉法罪向合肥市中
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法庭上，檢察機關出示了有關證據，被告人
郭維國、李陽、王鵬飛、王智承認了起訴書指控
的徇私枉法的基本事實。四被告人委託的律師分
別為他們進行了辯護。

庭審結束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渝公安四官員承認徇私枉法

▲▲9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被告人薄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被告人薄
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圖為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薄谷開來在法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圖為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薄谷開來在法
庭上的畫面截圖庭上的畫面截圖 法新社法新社 美聯社美聯社

▲警方在法院門口維持秩序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