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彪 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四年 减八个月二十三天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71 . 5分

刘树梁 集资诈骗罪 十二年 减八个月 记功二次、13年区积80 . 9分

王传新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
二年六个月 减四个月 表扬一次、嘉奖一次、32 . 7分

张者宽 盗窃罪 一年十个月 减一个月十天 嘉奖二次、19 . 3分

徐彬 挪用公款罪 无期徒刑 假释 记功4次，12狱积，13省级160 . 2分（上次结余2 . 3）

宋鹏 诈骗罪 十一年 减一年四个月 记功2次，表扬1次，14区积，103 . 1分

王虎 强奸罪 十年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2次，14区积81分

王松林 受贿罪、贪污罪 十五年 减十个月 记功1次，表扬1次，14区积，65分

梁孟 强奸罪、抢劫罪 十三年 减十一个月
69 . 9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罚金二千元，全部缴纳放宽

一个月

赵春生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九个月 117 . 1分，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3年监狱级、14年省级

朱留明 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五年六

个月
减七个月 61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累犯、多次判刑从严二个月

步振 故意杀人罪 十五年 减十个月 67 .8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监区级罪犯改造积极分子

刘新江 盗窃罪 五年 减七个月 62 . 2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累犯、多次判刑从严二个月

邓昌盛 抢劫罪 十五年 减十一个月 62 .4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监狱级罪犯改造积极分子

王亚永 故意杀人罪 无期 减一年九个月
130 . 4分，记功三次，13年监区级、14年监狱级罪犯改造积极

分子各一次

李西广
破坏电力设备罪、盗

窃罪
十二年 减八个月十二天

72 . 6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累犯、多次判刑从

严二个月

李强 盗窃罪 八年 减十个月 81 . 5分，记功二次，累犯、多次判刑从严二个月

陈峰 抢劫罪、强奸罪 十七年
减一年四个月十八

天
105 .3分，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4年监区级罪犯改造积极分子

张世俊 抢劫罪、招摇撞骗罪
十三年

六个月
减十个月 62 .5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监区级罪犯改造积极分子

白玉林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一个月
86 . 2分，记功二次，14年监狱级罪犯改造积极分子，缓刑期

间重新犯罪从严一个月

徐爱中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
减一年六个月 123 . 5分，记功三次

郭顺先 盗窃罪 无期 减一年十一个月
147 . 9分，记功三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13年监区级罪犯

改造积极分子

高庆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故意毁

坏财物罪
八年 减11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监区劳积、80

分缴纳罚金10000元

范常永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

禁罪、引诱他人吸毒罪
5年 减4个月1天

记功1次，嘉奖二次；56 . 7分

缴纳罚金45000元

东辉 寻衅滋事罪 3年 假释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

宋衍喜 绑架罪 十年 减一年零、十三天 记功二次

徐海涛 故意伤害罪 一年六个月 减一个月、十六天 表扬一次

张海荃 抢劫罪 十一年 减十一个月、十六天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14年区积

梁晓东 强奸罪、抢劫罪 九年 减十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狱积

潘振宇 盗窃罪容留、介绍卖淫罪 十六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狱积

栾兆芳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三个月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

王津津
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组织

越狱罪

十四年

九个月
减九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

杨明修 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六年六

个月
减八个月 记功一次，嘉奖二次

尹义昌 抢劫罪 十五年 减一年四个月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

赵国亮 诈骗罪 四年六个月 减八个月 记功一次；嘉奖二次

尹燕增 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三年六个月 假释 记功一次

毕延康 强奸罪 三年六个月 假释 记功1次。

吕宝阳 盗窃罪 六年六个月 假释
记功1次、表扬1次，14年区积1次，缴纳罚金9000元放宽

2个月，该犯系连续犯罪从严1个月。

孙海 绑架罪 六年六个月 假释
记功1次、表扬1次，14年区积1次，缴纳罚金4000元放宽

3个月。

王信国 敲诈勒索罪、盗窃罪 九年 假释
记功2次、嘉奖1次，13年监狱级、14年省级，数罪并罚、

连续犯罪从严2个月。

刘庆功 抢劫罪 十五年 减1年6天 记功1次、表扬1次、嘉奖1次，14年狱积1次。

王路成 抢劫罪 十一年 减11个月14天
记功1次、嘉奖2次，14年区积1次，缴纳田罚金3000元放

宽2个月

王旭 贩卖毒品罪 二年六个月 减6个月6天
表扬1次、嘉奖1次，缴纳罚金5500元放宽3个月，该犯系

累犯从严1个月

荆许丽 故意伤害罪 四年 减8个月 记功1次、表扬1次，该犯系累犯从严1个月。

崔培刚 故意伤害罪 五年 减9个月 记功1次、表扬1次。

韩波 故意伤害罪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减1年 记功1次、表扬1次，14年省级改造积极分子1次。

孙春林 盗窃罪、抢劫罪 十四年 减1年5个月 记功3次，该犯系累犯1个月。

王俊斌 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无期 减1年2个月 记功2次，14年狱积1次。

袁振为 盗窃罪 十三年 减1年 记功2次。

张二光 合同诈骗罪 十一年 减1年 记功2次。

赵小龙 抢劫罪 十年六个月 减1年1个月 记功2次，13年区积1次。

宁德伟 盗窃罪 十五年 减一年四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省级劳动改造积极分子80 . 3分

黄明仲 盗窃罪 十二年 减十一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监狱级劳动改造积极分子69.1分

杨瑞栋

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

事罪

年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二次，14年

省级改造积极分子一次。

张兵 盗窃罪 9年 减一年 记功二次

张广锋 抢劫罪、盗窃罪 3年 减五个月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

张国元 盗窃罪 无期 减一年九个月
记功三次，嘉奖二次，13监区级，14监

狱级

张洪波 盗窃罪 12年 减九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

丁昌庆 合同诈骗罪，非法拘禁罪 5年2个月 假释5年2个月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

张兵 贩卖毒品罪 3年 假释 嘉奖二次

张世俊 盗窃罪 12年6个月 减1年 记功二次

周卫东 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 年 减1年 记功二次

朱峰
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
无期 减1年2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监狱劳积

康从新 故意杀人罪 死缓 减1年1个月 记功二次，13监区劳积

李增军 故意杀人罪 15年 减1年1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监区劳积

陈海滨 非法经营罪 11年 减1年 记功二次

韩艳军 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 二年 减二个月二十一天
嘉奖二次，13 . 4分。缴纳罚金5000元，放

宽一个月，短刑犯

王勇 骗取贷款罪 三年 减一个月十五天
记功一次，嘉奖一次，49 . 1分，三类犯，

从严三个月，缴纳罚金1000元

贾恒利 盗窃罪 十一年 减一年三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省级改造积极分子，

83 . 9分，累犯从严一个月

亓相杰 诈骗罪、盗窃罪 十五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狱积，80分

李明 盗窃罪、寻衅滋事罪 六年 减一年 记功二次，81 . 6分

赵滨 故意伤害罪 十三年 减十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区积，62 . 3分

薛厚财 抢劫罪 三年 假释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缴纳罚金5000元

拟放宽二个月

秦立昌 聚众斗殴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三年六个月 假释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数

罪并罚从严一个月

周焱鑫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九个月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3年省级改造积极分

子、14年狱积

孙跟波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减一年七个月 记功三次、11年区积

本报泰安1月13日讯(记者 赵兴超)
12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示了2016

年第一批减刑、假释案件，其中包括故意杀
人罪、职务侵占罪、盗窃罪、拐卖儿童罪等
各类罪犯，提请建议包括减刑、假释等，还
公示了服刑期间奖惩情况。如果对公示情
况有异议，可以向中院审判监督庭提出。

12日，记者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了
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审
理程序，确保案件审理的合法、公正，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
序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现将泰安监狱报
请泰安中院审理的2016年度第一批减刑、
假释案件罪犯名单及建议予以公示。

据了解，本次公示为今年第一批，公示
期限自2016年1月12日至1月16日。其中，减
刑、假释为公示提请的建议，奖惩情况包括
了刑期内罪犯记功、嘉奖等记录。被公示对
象包括了犯故意杀人罪、职务侵占罪、盗窃
罪、强奸罪等不同罪名的罪犯。

如对以上罪犯的减刑、假释有异议，
可以在公示期限内函告或致电泰安中
院。来信或来电请务必表明真实身份和
联系方式，以便核实。

此次公示联系收信人为泰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通信地址：泰安市
泰山区望岳东路8号，联系电话：0538-
6986953。 （名单未完转C07版）

泰泰安安中中院院公公示示一一批批减减刑刑、、假假释释案案件件
有异议16日前可提出，来电来信需实名

姓名 罪名 原判刑期 提请建议 奖惩情况

张正义 受贿罪 十年 减一年 记功2次；82 . 8分

王树国 抢劫罪 十年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2次；14年区积；80 . 1分

孟文平 聚众斗殴罪 4年 减六个月 记功1次，嘉奖1次；53 . 2分

刘振 票据诈骗罪 十一年 减8个月
记功二次，

缴纳罚金1000元

肖群 聚众斗殴罪 3年 假释 记功1次，嘉奖1次

马朝 故意伤害罪 2年 减2个月19天 表扬1次

徐栋 盗窃罪 2年 减2个月17天 表扬1次

朱司军 故意伤害罪 1年3个月 减25天 嘉奖1次

苏进 职务侵占罪 3年 减4个月11天 表扬1次，嘉奖2次

张华瑞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

二年
减1年 记功2次

王明

非法持有毒品

罪、贩卖毒品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13年 减1年1个月
记功2次,14年监区级罪犯

改造积极分子

宋长政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
减1年3个月 记功1次，表扬1次

侯宝亮 抢劫罪 6年 减1年 记功1次

吴建峰
故意杀人罪故

意伤害罪
无期

减一年六个月

七天

118.5分，记功二次，表扬一次，

嘉奖二次，13区积，14年狱积

索春祥
故意杀人罪故

意伤害罪
十二年

减六个月二十

五天

54 . 3分，

记功一次，嘉奖二次

毕元金
贿赂罪介绍贿

赂罪
十年 假释

64 . 2分，记功一次，表扬一

次，10年狱积。

张之信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碍

公务罪
八年 假释

60 . 2分记功一次

表扬一次、数罪

并罚，从严1个月

刘跃 盗窃罪 六年 假释
74 . 3分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二次多

次犯罪，从严1个月缴纳罚金放宽6个月

张云学 拐卖儿童罪 六年六个月 减一年 85 . 6分记功二次

高灿文 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十三年 减八个月
80分记功二次、缴纳

罚金，从严4个月

刘夕勇 猥亵儿童罪 二年六个月 减六个月九天 43分记功一次

蔡振库 抢劫罪 15年 减一年四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

陈荣 盗窃罪 12年 减一年十一个月
记功二次，嘉奖二次，13年区积，

14年区积。

段崇烨
故意伤害罪、抢

劫罪
3年6个月 减三个月 表扬一次，嘉奖一次

付涛 盗窃罪 13年 假释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嘉奖一次

高利
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强奸罪
无期 减一年 记功二次

高帅
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盗窃罪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减一年十个月 记功三次，13年狱积，14年狱积。

郭向波 抢劫罪、盗窃罪 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3年区积，14年区积。

孔名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减一年八个月 记功三次，14年狱积。

李丙华
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3年 假释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

李传超 抢劫罪 3年3个月 减七个月 记功一次，嘉奖一次。

李福传 盗窃罪 1年5个月 减二个月二十三天 表扬一次

李洪兵
抢劫罪、抢夺罪、

盗窃罪
16年 减一年 记功二次

李作冉 抢劫罪、盗窃罪 19年 减九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狱积。

刘刚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四个月二

十天
功二次，嘉奖二次，13年区积。

刘占宝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二次，14年区积。

吕宜秋 贪污罪 10年 减九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

裴光磊 盗窃罪 11年 减一年 记功二次，

裴广凯 抢劫罪、盗窃罪 15年
减一年四个月二

十一天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1年区积，

12年区积。

唐贵林 抢劫罪、盗窃罪 14年 减一年二十四天 记功一次，嘉奖一次

王丙山 票据诈骗罪 11年 减八个月 记功二次

王恩柱 抢劫罪
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二次，14年区积

王向前 抢夺罪、盗窃罪 9年4个月 减一年 记功二次

孔东平 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减一年七个月 记功三次、14年区积

查涛 抢劫罪 无期 减一年七个月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4年区积、未成年犯罪放宽三个月

高以斌 绑架罪 十年六个月 减一年五个月十七天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嘉奖二次

刘锡臣 抢劫罪、强奸罪 十八年八个月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14年狱积

刘福贵 拐卖儿童罪 十五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狱积

王建 抢劫罪 十四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狱积

巩玉礼 抢劫罪、强奸罪 二十年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二次、13年区积

姜朝明 强奸罪 十二年 减一年 记功二次14年区积累犯从严一个月

刘仁敬 盗窃罪 十四年六个月 减十个月 记功二次、累犯、多次判刑从严二个月

韩珅
抢劫罪、招摇撞骗

罪、盗窃罪
十四年六个月 减九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14年区积、缓刑期间犯罪从严一

个月

李虎 诈骗罪 三年 减八个月二十六天 记功一次、缴纳罚金100元放宽三个月

王其忠
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三年六个月 减四个月二天

记功一次、嘉奖二次、三类犯罚金部分缴纳（缴纳罚金

00元）从严三个月

许鹏
寻衅滋事罪、妨害

公务罪
二年六个月 减二个月

嘉奖二次、15年4月23日因规范意识差，多次与他犯吵架，不

服从罪犯积委会管理，受到监狱严管处罚，5月21日解除。

刘志勇 盗窃罪 六年 减一个月二天 表扬一次，嘉奖二次

丁文亮 盗窃罪 十年 假释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

刘学义 盗窃爆炸物罪 十年 假释 记功二次，嘉奖一次，13年监区级

王正有 盗窃罪 十五年 假释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13年监狱级

樊兆亮 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 十二年六个月 减八个月 记功二次

高殿辉 抢劫罪 十五年 减一年一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监区级

孙鹏 诈骗罪 十三年 减一年二个月 记功二次，14年监狱级

翟忠帅 抢劫罪 十年六个月 减一年 记功二次

张相南
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组

织越狱罪
十二年 减十一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

次，14年监狱级

张志林 抢劫罪、盗窃罪 九年 减七个月 记功一次，表扬一次

陈存金
抢劫罪交通肇

事罪
五年六个月 减十一个月零四天 记功二次，嘉奖一次

陈延波 抢劫罪 十二年 减一年十一个月零二天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嘉奖二次，13、14年狱积

林亮亮 抢劫罪 三年 减五个月、二十六天 记功1次

韩荣 故意伤害罪 十年 减一年七个月零十天 记功二次，表扬一次，嘉奖二次，14年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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