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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期刊擅自使用他人漫画

作品， 为避免侵权特意在文尾进行
标注 ， 不想仍被告上法庭 。 日前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了程某诉某周刊著作权侵权纠纷一

案， 被告因擅自使用他人漫画作品，
被法院判令立即停止侵权 ， 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5000 元 ，
并于其周刊上连续三期刊登赔礼道

歉声明。
原告程某笔名 TOTO， 是漫画作

品 《去漂流》 的作者 。 2012 年 9 月
原告发现未经其许可， 被告某周刊擅
自使用 《去漂流》 漫画中部分美术作
品， 并删除原告笔名。 原告认为被告
的行为侵害了其著作权， 遂向法院提
起诉讼。 被告某周刊则认为， 自己使

用原告作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
即使不构成合理使用， 也属于法定许可
的范畴， 且自己已在文章末尾标注 “请
本图作者速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 的字
样， 因此被告认为自己并未侵犯原告的
著作权。

法院审理认为 ， 被告某周刊在未
查清图片来源 、 未取得授权的前提下

使用了原告的作品 ， 其行为既不属于
合理使用也不属于法定许可 。 即使被
告在文章末尾进行了标注 ， 也不能说
明其已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 ， 恰
好说明被告未取得作者的许可或授权，
某周刊的行为构成侵权 。 法院据此作
出上述判决。

（徐晓琴 姜 蓓）

特别
关注

假冒他人商标制假醋
黑商户触犯刑律获刑
本报讯 近日，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

法院审理一起冒用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生

产假醋案， 一审判处被告人赵勇有期徒
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赵勇， 系新
野县人 。 2011 年 1 月份至今年 1 月 ，
赵勇在其开办的小作坊内制作假醋， 冒
用他人注册商标生产假 “山西老陈醋”、
“上海鼎丰白醋” 等 11 种产品， 已销售
的产品价值 214480 元， 被查扣的产品
价值 420560 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赵勇违反国
家商标管理法律法规， 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重， 其行为
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依法应受到惩
罚。 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 法院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宋 豫 赵 钦）

本报讯 孕妇入院生产， 术中脾脏
被切除致残。近日，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
院审结了该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判
决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29 万余元。
2012 年 3 月 21 日， 原告匡某进入

被告某医院待产。在进行体检后，被告对
匡某行剖腹取胎术，顺利取出一女婴。因
子宫收缩欠佳， 被告医生对匡某予以手
按摩子宫，术中清理盆、腹腔时发现腹腔
内有少量不凝血， 遂通知外科医生查看
病情，考虑病理性脾破裂出血，决定对匡
某行剖腹探查术，根据术中病理情况，再
决定术式。原告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
名并注明“同意剖腹探查术”。当日 5 时
15 分，匡某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术
中被告行脾脏切除术。 术中及术后，被
告均未告知原告及其家属，亦未取得原
告及其家属的书面同意。 4 月 2 日，匡
某在进行彩超检查后发现脾脏已被切

除。 因脾脏被切除，原告已构成六级伤
残。 诉讼中，经被告申请对因果关系进
行司法鉴定， 结论为： 医方术中操作不
当，未充分履行医疗告知义务，存在明显
过错， 与患者脾脏切除的损害后果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 导致原告脾脏破裂
的主要原因是被告在对原告实施剖宫产

手术过程中操作不当所致， 同时被告在
对原告行脾脏切除术时未将其医疗行为

告知原告及家人， 亦未取得原告及家人
的书面同意，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
因原告存在妊娠期脾脏瘀血性改变，酌
定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法院据此作出
上述判决。 （陈 芳）

产妇生子脾脏被切除
医院有过错被判赔偿

本报北京 6 月 20 日讯 北京一

用人单位在劳动纠纷诉讼中， 恶意逾
期提交证据 ， 妨害诉讼程序正常进
行。 今天下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用人单位———北京国森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森公
司） 开出 5 万元罚款。

法院查明 ， 2012 年 ， 徐丹 、 艾
来英两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国森公
司支付所拖欠的工资、 未签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金。 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徐丹、 艾
来英两人的请求。 国森公司不服， 向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
求法院认定公司与徐丹、 艾来英两人
不存在劳动关系。 在一审中， 徐丹、
艾来英两人提交了银行卡对账单等证

据证明与国森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国森公司
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 国森公司
提起上诉， 并在二审过程中提交了与
上述两人签订的劳动合同。

法院认为， 国森公司在一审诉讼
程序中主张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

系 ， 在未获得人民法院支持的情况
下， 在二审诉讼程序中提交了与劳动
者签订的劳动合同， 这种逾期提交证
据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 且严重违背
了诚实信用原则， 妨害了诉讼程序的
正常进行， 必须予以处罚。 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十三
条、 第六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法院作出对
国森公司罚款 5 万元的决定。

由于国森公司在二审中新提交了

徐丹 、 艾来英的劳动合同原件 ， 徐
丹、 艾来英在工作期间是否与国森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的真假

应当重新进行审查核实。 鉴于提交新
证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 依据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北京一中院撤

销了原审法院的判决并发回重审。
据悉， 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了

诚实信用原则， 同时也增加了惩罚的力
度， 这是北京一中院依据新民诉法的有

关规定， 首次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无
正当理由迟延举证的当事人开出 5 万元
数额的罚单。

（张笑铭）

关键证据在二审中才提交

北京对恶意逾期举证者开出五万元罚单

上述案件的二审承办法官朱华

说， 某些当事人为了达到胜诉目的，
在诉讼中不惜违背案件事实真相， 通
过提交虚假证据、 故意迟延举证、 陈
述虚假事实等方式， 实施各种虚假的
应诉行为。 例如， 用人单位明明持有
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但是一审中为
了逃避劳动合同中的义务， 不承认与

劳动者之间有劳动关系。 当劳动者在一
审中通过其他证据证明与用人单位有劳

动关系， 并且一审判决用人单位支付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后， 用
人单位才在二审诉讼中拿出劳动合同文

本 。 还有些用人单位编造虚假考勤记
录 、 工资发放记录 ， 企图逃避法律责
任。

这些违背诉讼诚信原则的行为， 不
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
制造新矛盾， 而且干扰了正常的审判秩
序， 浪费了诉讼资源， 亵渎了司法的权
威。

北京一中院劳动争议庭庭长张弓指

出， 当前劳动争议案件中当事人不诚信
现象较多。 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诚实信
用原则， 北京一中院劳动争议庭正在依
据法律规定， 逐步引导建立诚实信用的
诉讼环境。 对虚假行为严厉处罚， 加强
重点监管； 形成防范意识， 建立统一规
范； 杜绝不诚信现象， 构建诚实有信的
和谐司法氛围。

■连线法官■

诉讼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本报广州 6 月 20 日电 2008 年的
广东省广州市 “水浸车” 事件曾经受到
广泛关注。 4 年过去了， 其中 20 名车
主与停车场经营者之间的纷争终于得以

了断。 今天，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
再审， 对该案进行宣判： 维持广州中院
判处停车场经营人赔偿 20 辆小轿车车
主损失共计 130 余万元的二审判决。

2008 年 6 月 25 日， 一场暴雨使得
花都永发中心地下停车场严重水浸， 导
致停车场内的 20 辆汽车受到不同程度
损毁。 双方当事人在公安部门主持下签
订和解协议， 约定相应维修费用由停车
场经营人承担， 并且明确了双方共同委
托广州市花都区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车

辆造成的损失进行价格评估。
然而， 当价格评估书对车辆损毁

部分的评估金额出来后， 130 余万元
的巨额赔偿费用让停车场的经营人

无法接受 。 双方当事人对赔偿金额
产生了巨大分歧 ， 由此开始了冗长
的诉讼持久战 。 该案经一审 、 二审
及再审， 法院均认为 20 名车主应获

得赔偿共计 130 余万元 。 停车场经营
人对此表示不服， 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检察院支持其抗诉申请 。 广东高院决
定提审该案。

检察院抗诉认为， 评估人员不具备
相应的鉴定资格， 且维修费用与评估金
额差额巨大 ， 价格评估书不具有证明
力。

广东高院为此分别到广东省物价局

价格认证中心和广州市物价局价格认证

中心进行调查， 中心均认可目前针对车
辆的评估定损除了 《广东省道路交通事
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估价员证》， 没有
其他资格证书， 持有该证的评估人员可
以对非道路交通事故中车辆的损失进行

评估。 因此认定本案价格评估书合法，

具有证明力。
对于涉案车辆的价值部分， 分别存

在三种情况： 维修费用比评估金额高、
维修费用与评估金额一致、 维修费用比
评估金额低。 为此， 法院调阅了多方证
据， 包括购买零配件的收据、 出仓单、
领料单、 维修协议单等， 了解到虽然大
部分受损汽车车主提供的维修票据与价

格评估书的评估价格不完全一致， 但差
额不大， 且轿车的维修总金额还略高于
评估总金额 ， 亦反映评估价格的合理
性， 故对评估意见予以支持。

据此 ， 广东高院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曾洁■ 黎晓燕）

轿车集体“泡澡” 停车场买单百万
广州停车场“水浸车”财产赔偿纠纷案再审宣判

本报讯 近日，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贩卖、运输、制造
冰毒团伙案，一审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李开八死刑； 判处被告人熊永
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被告人熊国
财、曾维刚无期徒刑；判处其他 10 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或缓刑。

法院审理查明： 从 2010 年 8 月起，
被告人李开八、熊国财、严文桔等人从成
都购得冰毒运至湖南长沙进行贩卖，赚
取差价。 后为牟取更大利润，李开八、熊
永生、熊国强、曾维刚、张洪国开始以亲
情、朋友为纽带，伙同其他被告人，从蔡
道元手上购得制毒原料后， 夜间返回地
处偏远、 隐蔽的农村， 制毒后贩卖至成
都、湖南等地。其中，李开八贩卖、制造冰
毒 4692.76 克，熊永生制造冰毒 5768.62
克 ，熊国财贩卖 、制造冰毒 4268.48 克 ，
曾维刚贩卖、制造冰毒 3977 克，蔡道元，
张洪国制造冰毒 285 克， 严文桔参与贩
卖 、运输 、制造冰毒 3007.76 克 ，廖文祥
参与制造冰毒 3568.62 克， 黄俊参与运
输 、制造冰毒 1342.76 克 ，罗仁斌 、熊国
强参与制造冰毒 2208.62 克， 熊永桃参
与制造冰毒 1360 克，彭伦华、严小芳参
与制造冰毒 397.76 克。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开八、熊永
生等 14 名被告人违法国家毒品管理规
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已构成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罪。 （唐 强 李 嘉）

内江宣判一毒品犯罪案
14名被告人被判刑

周刊擅用漫画作品
文尾标注不能免责 实践中， 一些报刊、 杂志在使

用他人作品时， 常常以标注 “请作
者速与本刊联系” 这样的话来规避
风险。 其以为只要进行标注就可以
免责， 但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 除
合理使用、 法定许可等情形， 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作品的， 即构
成侵权。 可见， 在文尾进行标注并
不能免责。 报刊杂志的出版商在出
版前应审查其引用的相关作品是否

取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或授权， 如
未取得， 就不得出版该内容。

■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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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广宝贵申请宣告广彦文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
依法作出（2013）城民特字第 00005 号判决书，宣告广彦文失
踪，并指定广宝贵为其财产代管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陕西]城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长武申请曹桂芳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依法
作出（2013）新民特字第 1 号判决书，宣告曹桂芳失踪。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都国强、都国胜申请宣告都国政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都国政，男，1945 年 2 月 19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120106194502196015，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复兴路李家大
楼后 17号，于 2003年 8月 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都国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靳长磊申请宣告靳帮东死亡一案，经查：靳帮东，
男，1954年 5月 21日出生，汉族，天津钢厂工人，原住天津市河
东区郑庄子大街 92 号小平房 3 号 。 公民身份证号码
120102195405212334，于 2008年 6月 2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靳帮东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熙闵、梁焱申请宣告喻奇辉失踪一案，经查：喻
奇辉 （女 ，1977 年 2 月 7 日出生 ， 汉族 ， 公民身份号码
510226197702078002， 住重庆市奉节县白帝镇桥湾村 3 组 19
号）于 2009年 12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喻奇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奉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美珍申请宣告吴培根死亡一案，经查：吴培根，
男，1941年 11月 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
路 106-3-501（原合肥市东市区明光路 106-3-501），公民身份
证号码 340102194111103016，于 2001年 3月在上海走失，下落
不明已满 1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吴培
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传芝申请宣告蒋纪斌死亡一案，经查：蒋纪斌，

男，1978年 10月 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长岗村
许巷村民组，身份证号码 340121197810210411，于 2003 年起下
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蒋纪斌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席润久、杨润巧申请宣告席望军死亡一案，经查：
席望军，男，1988 年 11 月 26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甘谷
县大庄乡席家局村下组 28号，农民。2010年 5月 13日，席望军
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油田治安消防

中心任治安员巡逻时，不慎落水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席望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甘谷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兰英申请宣告张恒失踪一案，经查：张恒，男，

1967年 12月 6日出生，汉族，村民，河南省沈丘县人，住沈丘县
老城镇北关行政村西菜园村 61 号，于 2008 年 6 月起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张恒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张恒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孟昊漪申请宣告吕卫云失踪一案，经查：吕卫云，
女，1982年 5月 3日出生， 汉族， 住西平县师灵镇聂河村委七
组，于 2010年 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吕卫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西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兰铭（曾用名兰忠铭）申请宣告郭凤玲死亡一案，
经查：郭凤玲（女，汉族，1966年 6月 7日出生，住湖北省浠水县
白莲镇大桥东路。 身份证号码：422127196606175546） 于 2000
年 4月起外出，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一年。 希望郭凤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罗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屈星妤申请宣告屈大力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屈大力，男，汉族，1963年 4月 28日出生，原住湖南省长沙市雨
花区赤岗冲名都花园 10栋 A 座 2603 房。 于 2011 年 3 月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屈大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为 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月艳、刘广军申请宣告徐红霞失踪一案，经查：
徐红霞，女，1980 年 6 月 16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
民，住宁远县仁和镇岩田洞村 4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徐红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宣告徐红霞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意武、王凤英、王意申请宣告王意诚死亡一案，
经查：王意诚于 2009年 3月 3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王意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唐元发、 唐美英申请王艳飞宣告失踪一案，

经查：王艳飞，女，1984年 2月 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耒阳
市仁义乡党田组 10 组人，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王艳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
艳飞失踪。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香元、杨海燕、杨海星、杨海霞申请宣告杨司长
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杨司长，男，1948年 10 月 19 日出生，
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433001194810197018，户籍地湖南省中方
县接龙乡长建村老君界村民小组，于 2002 年 4 月 29 日起离家
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11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
望杨司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中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胡春兰申请宣告陈小星失踪纠纷一案， 经查：
陈小星（男，1974 年 1 月 30 日生，汉族，江西信丰人，住江西省
信丰县安西镇兰田村土坑组） 于 2007 年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小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信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玉华申请宣告曲兴亚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曲兴亚，男，汉族，1954年 4月 15日生，原住长春市绿园区安
广路北四胡同 6－3 号， 身份证号码：220102195404150219，于
2009年 3月 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年。 希望曲兴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程曹申请宣告程德志失踪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程德志，男，1962 年 10 月 4 日出生，原住吉林省白城市安
居社区 1单元 151号，与申请人程曹系父女关系。 于 1997 年 4
月离婚后离家出走至今未与家人联系。 经申请人多次查找未
果。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程德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吉林]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君申请宣告吕洪强死亡一案， 经审查：
吕洪强，男，1972年 9月 28日出生，汉族，原系辽宁省凌海市大
有农场双庙分场人。 2013年 3月 11日， 被申请人随 “辽锦渔
15161”号船舶在海上作业，不慎落水失踪，被申请人至今下落
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吕洪强本人或知其他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陈悦、 刘海燕申请宣告陈祥死亡一案， 经查：陈
祥，男、汉族，2002年 5月 22日出生，原住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古
拉本二矿别立沟，于 2009 年 5 月 30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陈祥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夏蓉仙申请宣告任耀炳死亡一案，经查：任耀炳，
男，1949 年 9 月 14 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大丰太平村
6社 3号，于 2004年 8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年。 希望任耀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顺富申请宣告刘青死亡一案， 经查：刘

青，男，1967 年 1 月 18 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人，
原住楚雄市鹿城西路 311号州运输公司 B幢 1单元 301室。于
2000年 3月 28日外出走失，下落不明已满 13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刘青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楚雄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云芬申请宣告钮建伟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钮建伟，男，1974 年 6 月 14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云南
省个旧市公安局大屯派出所， 于 2000 年 8 月 26 日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 1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
钮建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艳萍申请宣告余建生死亡一案， 经查：余
建生，男，1982 年 2 月 24 日出生，傈僳族，云南省贡山县人，住
贡山县丙中洛镇双拉村委会比毕利二组。 于 2013 年 5 月 5 日
发生交通事故坠入江中，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生还。 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余建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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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法庭还传唤了侦查阶

段为被害人进行人身检查的医生以及有

关侦查人员到庭作证。
陈在鹏的辩护人提出， 陈在鹏的行

为不构成强奸罪， 只构成猥亵儿童罪，
不属情节恶劣， 陈在鹏具有自首情节的
辩护意见。

办案法官认为，冯小松明知吴某某是
未满 14周岁的小学生， 仍强行与其发生
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冯小松在
与吴某某交往时，意图寻找机会与吴某某
发生性关系，并两次与未成年幼女开房同
宿，且同宿时均是在吴某某有同学在场的
情况下，对吴某某实施了强奸行为，给吴某
某及在场同学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

害，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犯罪情
节恶劣，依法应从重处罚。

法庭认为， 冯小松奸淫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 依法亦应从重处罚。 鉴
于其两次均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

逞， 属犯罪未遂， 依法可以比照既遂
犯罪对其从轻处罚。

此外， 关于冯小松的辩护人所称
冯小松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 只构成
猥亵儿童罪，且情节轻微的辩护意见，
法庭审查不能成立， 但冯小松在庭审
中自愿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

幼女性侵案多发：如何让
保护幼女的防线固若金汤？

小学生遭教师性侵的事件并非海南

个例。 不少专家表示， 从近期不少幼女
遭遇性侵害的案件不难看到， 无论是法
律惩罚还是学校和家庭保护等方面， 都
存在不少问题。

“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应该
一并归为强奸罪。”海南省中邦律师事务
所张孝民律师说， 性关系对于成年与未

成年人，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未成年人
的权益就是一根高压线，绝对不能挑战。

在家庭教育方面， 由于我国性别教
育的缺失， 导致很多孩子遭到性侵后浑
然不知。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
表示，事实上，很多对于幼女的性侵害都
发生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阶段， 尽管这
是小概率事件，但家长不应该因此忽视。

为此，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认为，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除了法律的严惩
之外， 家庭、 学校、 社会都需要从点滴
做起 ， 关注每一个可能发生问题的细

节，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自己懂得如
何保护自己， 而不受到别人的侵犯。 在
这一点上，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
育， 恐怕还都存在不该存在的盲点。

针对近日海南等地相继出现的教师

强奸猥亵学生的犯罪案件， 教育部教师
工作司负责人日前表示， 教育部要求有
关地方教育部门立即查清事实， 坚决果
断把违法犯罪人员清除出教师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
后将指导各级法院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

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 坚持最低限度的
容忍、 最高限度的保护， 该重判的坚决
依法重判。

（新华社海口 6 月 20 日电）

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