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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搭乘致人损伤虽无过错仍需赔偿
本报讯江某好心搭乘他人， 不

想却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搭乘人受
伤， 因此惹上了官司。 近日， 江西省
余干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审判决被告江某
赔偿原告程某经济损失

1.2

万元。

2010

年
12

月， 江某驾驶摩托车
到亲戚家做客， 路上巧遇出门办事的
好友程某， 因顺路， 江某便让程某搭
乘其摩托车。 时逢天刚下过雨， 路面
湿滑， 江某驾驶摩托车在行驶途中不
慎滑倒， 致使程某摔伤骨折。 事后，

程某被送往医院救治， 共花去医疗费
及其他费用

1.5

万元。 程某出院后要
求江某赔偿损失， 江某认为自己是出
于好心搭乘程某， 并没有过错， 不应
该赔偿程某的损失。 在多次交涉未果
的情况下， 程某将江某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民法通则第
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

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
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
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摩托车属高速
交通运输工具， 驾驶者在驾驶摩托车
时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和保障其他
乘车人员安全的义务， 如发生交通事
故，在无过错责任人的情况下，驾驶人
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江
某虽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

但作为摩托车的驾驶者仍应对受害人
程某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江某系出
于好心无偿搭乘他人， 根据公序良俗
原则， 可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遂作
出上述判决。 （汤华民官胜根）

■最新审判■

湖南花垣 29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两名主犯被判死缓

本报武汉
9

月
28

日电湖北省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27

日宣判一
起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案， 被告人李文
旭被以非法行医罪， 一审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同时追缴
其违法所得

5100

元并没收其犯罪所
用的

B

超机， 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查明， 李文旭原是进城
务工人员， 从武汉一个体医生处学会
操作

B

超机后， 于
2009

年花
6000

多元购买了一台
B

超机。 在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和执业医师

资格证的情况下， 李文旭非法为
100

多名来自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孕妇进行
胎儿性别鉴定， 每人收取

300

元至
500

元不等的费用， 其中经新洲区出
生人口性别比整治专班查实的就有
12

起， 获利
5100

元。

2010

年
4

月， 武汉市江岸区计
生委对李文旭非法鉴定胎儿行为罚款
1.5

万元后， 但其仍不知悔改， 继续
从事非法鉴定。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
判决。

（安健）

本报讯近日， 山东省高密市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抢夺案， 被告人
丁金龙犯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 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
9000

元。

2009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 被告
人丁金龙因为感谢同事孙某相约一起
到高密市一家酒楼吃饭， 席间一起喝
酒。 饭后， 丁金龙结账要离开时， 发
现已有醉意的孙某身上佩戴的金项
链、 金戒指， 临时起意将金项链、 金
戒指及包内现金

200

元拿走， 价值共

计
4589

元。 当时， 孙某知道丁金龙
在拿自己的物品， 但因醉酒无力反
抗。 案发后， 丁金龙通过家属赔偿孙
某损失

50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丁金龙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趁人醉酒之机抢
夺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侵犯了他人
财物的所有权， 已构成抢夺罪。 鉴于
其系初犯、 偶犯， 归案后能够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 可予以从轻处罚， 遂作出如
上判决。 （宋华忠李玉乐）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武汉一被告人获刑

见人醉酒忽起邪念抢夺首饰获刑罚金

本报吉安
9

月
28

日电 （记者
姚晨奕通讯员周涛裕刘之义） 今
天， 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会议室不时
传来欢声笑语。

208

名民工代表收到该
院执行的

314

万余元标的款后， 激动不
已。

该案被执行人新丰生物科技（吉
安） 发展有限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

2008

年
8

月新丰公司以停产检修为名
放假， 停业至今。 毛玲华等员工向吉安
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
裁决新丰公司向毛玲华等

208

名员工支
付停产工资、 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缴
纳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共计

314

万
余元。 新丰公司对裁决不服， 诉至法
院。 吉安县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定
驳回新丰公司的起诉。 裁定书生效后，

毛玲华等
208

名员工向法院申请执行劳
动仲裁裁决书。

在执行过程中， 吉安县法院了解到
新丰公司已经资不抵债， 没有财产可供
执行。 后经多方查询， 得知新丰公司在

新瑞丰生化有限公司尚有货款
316

万元未
结算， 遂依法裁定冻结了该笔货款。 新瑞
丰公司对此提出执行异议， 认为新丰公司
在新瑞丰公司的债权

316

万元已通过协议
转让给三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用以抵偿
新丰公司所欠三达公司采购设备及发包工
程的款项。

法院查明， 该债权转让协议是新丰公
司外资方总经理签订， 没有经过公司董事
长授权同意， 且加盖的是新丰公司已经声
明作废的印章。 该协议上的

3

个公司的
外方投资人均是新加坡同一家老板控股，

他们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签订的协议，

此举目的是为了将新丰公司财产转移，

企图规避法院执行， 导致新丰公司没有
剩余资金给职工发放工资和承担债务。

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案外人新瑞丰公司的
执行异议， 并依法提取被执行人新丰公
司在协助执行人新瑞丰公司的货款

316

万元， 在最短时间内为
208

名民工挽回全
部经济损失。

据悉， 吉安县法院在开展反规避执行

活动中， 把涉及民生的案件摆在重要位
置， 不断加大涉及下岗企业职工、 城市低
保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众利益案件和拖欠民
工工资案件的执行力度， 对涉及民生的案
件做到早安排、 早部署， 实行“三优先”

原则， 即优先立案、 优先执行、 优先受

偿。 该院不断创新执行措施和执行机制，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规避法院执行的行为，

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
1

至
9

月， 共执结涉
及民生案件

36

件， 挽回经济损失
820

余
万元， 切实保护了困难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

重拳出击规避执行行为
吉安执结一起涉 208 名民工讨薪案

本报延边
9

月
28

日电 （记者
郭春雨通讯员罗高鹏） 今天， 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延边王少斌黑社会团
伙犯罪案件进行二审公开宣判， 依法驳
回王少斌等人的上诉， 裁定维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认
定王少斌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等

10

宗罪，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年， 并处罚金

16

万元。 其
他

18

名同案犯也分别构成相应类型的
犯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处罚。

吉林高院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王少
斌曾因犯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 敲诈勒
索罪分别被判处过有期徒刑， 因故意伤
害、 私藏枪支两次被劳动教养。

2005

年
2

月
6

日刑满释放后， 组织、 领导具
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大肆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 团伙成员共

19

人， 其中，

13

人为“两劳” 释放人员， 犯罪事实达
80

起， 违法事实
13

起。

2005

年以来， 上诉人王少斌先后
纠集上诉人金振宇、 方成振、 赵永哲、

尚新国、 李哲、 崔光男、 李明勋和原审
罪犯任伟峰、 刘磊、 方力、 贾延良、 金
星辉等人， 逐步形成以其为首的具有黑
社会性质组织， 在延吉市大肆进行敲诈
勒索、 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 聚众斗
殴、 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和插手经济纠
纷、 替人讨债等违法活动。 一审判决认
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定罪

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湘西
9

月
28

日电 （记者
曾妍通讯员章雪） 涉及罪名
16

项， 涉案犯罪事实
39

起，

9

月
27

日，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花垣县刘万良等
29

人涉黑案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刘
万良、 杨正良被判处死缓， 被告人龙
锐、 李志华、 彭南君、 祝发被判处无期
徒刑， 其他

23

人分别被判处二到二十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 刘万良为了壮大其公
司实力， 抢夺矿山资源， 获取巨额非法利
益， 从

2006

年起至案发， 采取各种手段
先后网罗石华等人员为其做事。 刘万良等
先后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有组
织的实施了故意杀人、 聚众斗殴、 故意伤
害、 窝藏、 寻衅滋事、 非法买卖枪支、 非
法持有枪支、 容留卖淫、 故意毁坏财物、

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等多起违法犯罪活
动， 共造成

1

人死亡， 重伤
1

人， 轻伤
4

人的严重后果， 非法敛财数额巨大。

法院认为， 以刘万良为首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 有组织地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该犯罪组织具有明确
的组织者、 领导者， 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
力的暴力犯罪群体， 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遂作出如上判决。

图为吉安法
院为

208

名民工
集中发放薪酬
314

万余元， 民
工周亮明领到拖
欠

3

年的工资后
喜笑颜开。

周涛裕
刘之义摄

吉林延边王少斌涉黑案二审宣判

首犯被判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