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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关注

■连线法官■

燃放烟花爆竹需考虑公共安全
顾建兵 管丽君

撞车后以孩子高考为由逃逸
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并赔五万
本报讯 韩成驾驶汽车将李萍的

左脚轧伤后 ， 以急着送孩子高考为
由， 让李玲在原地等候其送孩子参加
高考返回后报警处理， 但其后并未返
回现场。 近日， 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
院一审认定韩成构成肇事后逃逸， 判
处韩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赔偿李玲
5 万元。

6 月 7 日 8 时 20 分 ， 韩成驾驶
轿车行驶时， 与李玲同向驾驶的电动
自行车发生碰撞 ， 造成李玲脚部受
伤。 事故发生后， 韩成以急着送孩子
参加高考为由， 请求李玲在原地等候
其送孩子返回后报警处理。 李玲因自
己也有孩子， 知道高考对于孩子和家
庭的重要性， 同意让韩成留下联系方
式后先行离开， 其在原地等候。 但之
后韩成并未返回现场。 后围观者告诉
李玲， 韩成车上没有学生， 李玲方如
梦初醒并迅速报警。

修武法院审理认为， 此次交通事
故不符合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处理的情

形， 韩成应保护现场， 迅速报警， 此
外， 韩成谎称送孩子参加高考， 取得
李玲同情后离开现场， 后并未依约定
返回 ， 已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 据
此， 修武法院判决韩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千盼盼 郑 蕾）

本案中韩成是征得李玲同意后离

开的， 看似并不是交通肇事后逃逸。
但事实并非如此，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当事人明知自己
发生了交通事故， 为逃避事故责任，
故意逃离事故现场， 不向公安机关报
案的一种违法行为。

本报讯 为避让店家正在路边燃

放的烟花爆竹烟雾， 葛某驾驶电动自
行车越过马路中心线， 结果迎面撞上
马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 造成两车受
损、 葛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因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 葛某一纸诉状将马某及
燃放者刘某一起告上了法庭。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作出一审判决， 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民事责任； 被告马某及燃放者刘某
各承担 30%的责任， 即马某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内赔偿 53630.36 元 、 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外赔偿 23095.92 元 ， 被告
刘某赔偿 23095.92 元。

2012 年 2 月 19 日 11 时 30 分许 ，
刘某为庆祝新店开张 ， 便在自家店面
前的路边燃放起了烟花爆竹 。 此时 ，
葛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该店门前地

段 ， 为了避让正在燃放的烟花爆竹 ，
他越过马路中心线与马某驾驶的二轮

摩托车迎面相撞 ， 葛某跌倒受伤被送
往医院进行救治 。 后被评定为交通事
故十级伤残。

当地交巡警部门根据当事人的陈述

及调阅事故地段视频， 作出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 ， 确认双方发生交通事故的事
实， 但不能确认刘某在自家店面前场地
燃放烟花爆竹对葛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通

过该地段的影响 ， 对事故责任未作认
定。 为此， 葛某一纸诉状将马某及燃放
烟花爆竹者刘某一起告上了通州区法

院。
法院另查明， 被告马某所驾二轮摩

托车未投保机动车交强险， 葛某驾驶的
电动自行车制动系统不符合非机动车运

行安全标准要求。
通州区法院审理认为 ， 原告在避

让烟花爆竹的过程中 ， 未能注意到行
进路线已偏离自身车道 ， 加之电动自
行车制动不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 自身
存有过错； 被告马某途径事发地段时，
未能仔细观察路面通行状况 ， 遇有情
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通行 ，
对事故的发生亦存有过错 ； 被告刘某
燃放烟花爆竹的位置邻近事发地段公

路 ， 虽未占用公路燃放 ， 但是烟花爆
竹属危险品 ， 在燃放过程中产生的声

音 、 烟雾 、 碎屑及气浪并不局限于
狭小空间 ， 事故现场照片中显示的
事发公路上散落的烟花爆竹碎屑 ，
证明当日烟花爆竹波及范围较大 ，
已影响到公路的正常通行 ， 被告刘
某未尽合理注意义务 ， 其行为与原
告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综上 ， 法院根据原 、 被告的过错程
度， 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 原、 被告双方表示
服判息诉 ， 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上
诉。 （顾建兵 李金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舍得花钱
燃放烟花爆竹， 许多有钱人或商家为
了图吉利、 “迎财神”， 不惜花上几
万甚至十几万元， 烟花爆竹也越做越
大、 越来越响， 花样层出不穷， 每逢
重大传统节日更是电闪雷鸣， 硝烟弥
漫， 刺鼻炝人气味令人窒息， 各色纸
屑、 灰尘铺天盖地。 由此引发伤人事
故更是屡见不鲜， 轻则伤人皮肤， 重
则炸伤眼睛、 手足， 甚至危及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燃放烟花爆竹以增添节日喜庆气

氛本是无可厚非， 也符合我国的传统风
俗 ， 但问题是 ， 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尺

度， 如果放起来肆无忌惮、 毫无顾忌，
只图自己痛快，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不但制造噪音， 污染环境， 还极有可能
引发各种安全事故。”

该案承办法官袁东华提醒， 单位和
个人燃放烟花爆竹要时刻紧绷安全弦，
要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 燃放
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正确 、 安全地燃

放， 不得在车站、 码头、 飞机场、 易
燃易爆物品生产 （储存 ） 单位 、 山
林、 草原等重点防火区附近燃放， 不
得向人群、 车辆、 建筑物抛掷点燃的
烟花爆竹， 不得在建筑物内、 屋顶、
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不
得妨碍行人、 车辆安全通行。 家长还
要加强对少年儿童燃放烟花爆竹的看

护和引导， 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燃放烟花爆竹的， 应当由监护人或者
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路人为避店家爆竹遭遇车祸

燃放者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被判担责三成

本报讯 日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网络游戏引发的故

意伤害致死案， 16 岁的小华因网络游
戏未能闯关与 13 岁的伙伴小天发生冲
突， 持刀将小天刺死。 法院经审理依法
判处小华有期徒刑。

2012 年 5 月 25 日 9 时许， 在北京
市朝阳区由案外人李某租住的房屋内，

小华与小天在玩网络游戏过程中， 因小
华未能闯关， 小天与其发生纠纷， 后小
华持刀扎刺小天胸部。 见小天倒在血泊
中， 小华连忙给李某打电话告知此事并
让其拨打急救电话。 李某打完电话赶回
家将赶到的急救医生带至案发地点， 医
生抢救后确认小天死亡。 后李某拨打报
警电话并与小天一起等待警察到来。 尸

体检验鉴定证实小天符合被刺器刺击胸

部， 刺破心脏， 致心包填塞死亡。
2013年 3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

对小华提起公诉。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了解到，小华自幼在北京生活，性格比较内
向，对上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经常逃课出
入“黑网吧”。 其父母平时与其沟通交流较
少，对小华疏于管教。 案发前，小华为玩网

络游戏，经常夜不归宿。而受害人小天在父
母离异后随母亲共同生活， 其母亲称小天
在 2012年 3月中旬的一天离家出走，母子
在 4月 3日最后一次通话后就再未联系，
直到案发接到警察通知才知道小天遇害。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小华的父母一次性赔
偿小天的父母各项经济损失 27万余元，双
方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小

天的父母也对小华所犯罪行表示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华依法构成故

意伤害罪， 应予惩处； 其犯罪时未满十
八周岁； 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且
无抗拒抓捕情形， 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 构成自首；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积
极赔偿受害者家属经济损失并获得谅

解， 综合考虑上述情节， 依法对小华予
以减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 判决同时
分析了小华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认为
小华法律意识淡薄 ， 与他人发生纠纷
后， 不能正确处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加之平时家庭教育、 疏导不足， 导致其
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本文所有人名均
为化名） （施 忆）

上述案件只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典型案

例。 “问题少年” 之所以出现 “问题”，
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也有来自家庭、
社会的原因， “问题” 不单在 “少年”。

家庭结构失衡、 监管教育缺失是青
少年出现行为偏差的 “催化剂”。 （1）
家庭破裂容易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这
些孩子在同伴关系、 父母关系等方面更
容易产生 “危机”， 在情绪、 品德、 性
格 、 学习等方面出现问题的人数比例
也较高。 （2） 家庭角色缺失容易使孩
子缺乏父爱或母爱 。 未成年人失去父
母双方刚柔相济的教育中的某一方面，
在情绪 、 品德 、 性格 、 学习等方面容
易出现问题。 （3） 家庭教育不当容易

适得其反 。 过度严厉粗暴 、 溺爱 、 放
任的方法都会使一些有不良行为倾向

的未成年人缺少科学 、 有效的教育引
导 ， 错过了犯罪前进行干预的黄金时
间。 （4） 家庭监护不力导致孩子 “有
养无教”。 有些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在履
行抚养监护职责时相互推诿， 对于孩子
逃学、 厌学、 辍学等不良表现不能及时
发现和纠正， 导致子女无法从家庭中获
得适当的言传身教， 游走在脱离家庭监

管的边缘。
来自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

人口流动背后的隐忧。 身处流动大军中
的未成年人大多面临着就学、 就业等诸
多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
缺乏相应生存能力， 客观上很难真正融
入城市生活。 这些居无定所的未成年人
也难以纳入社会管理网络中， 部分人便
长期混迹于网吧、 车站等， 缺乏经济来
源时极容易萌生犯罪念头。 （2） 拜金

羡富享乐心理成为引发犯罪的又一原

因。 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不断腐蚀着青
少年稚嫩的灵魂。 在欲望的驱使下， 有
的孩子厌学、 逃学， 寻求玩乐、 享受，
有的讲排场、 充阔气， 肆意挥霍， 还有
人为了钱财不择手段而走上了违法犯

罪道路。 （3） 很多犯罪诱因背后都能
找到不良文化的影子 。 很多被告人坦
言之所以犯罪系受到暴力 、 色情等不
良文化的引诱 ， 有些人甚至在犯罪后

都不以为然。 （4） 黑网吧容易让 “问
题少年” “困在网中央”。 有的未成年
被告人长期混迹网吧 ， 通过在黑网吧
上网或网络结识后结伙实施犯罪 。 部
分实施盗窃 、 抢劫犯罪的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的原因竟然是 “搞钱上网”。 有
的黑网吧为了招揽生意 ， 提供 “全面
服务”， 为未成年人长时间甚至通宵上
网提供饮料食品等便利， 使未成年人在
黑网吧无法自拔。

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 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 做好这
项工作也需要全社会协力合作， 形成预
防网络。 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避免未成
年人“脱管失教”， 避免 “问题少年” 游
走在犯罪的边缘。

少年痴迷网游刺死同伴 自首后赔偿家属予谅解

北京一未成年被告人获减轻处罚

■法官点评■

对“问题少年”社会应充分关注

本报讯 近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遗嘱继承纠纷案。 因
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 法院认定遗
嘱无效， 幸好另订有遗赠协议， 重庆一
女子顺利取得了父亲的遗产。

王大爷本想通过立遗嘱的方式避免

子女在其故后， 为争夺遗产发生纠纷，
但没想到三个子女最终还是为了遗产对

簿公堂。
2008 年 2 月 22 日， 王大爷立下一

份遗嘱， 表示由其二女儿王芬在其去世
后继承其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一套房屋

以及 21000 元的农转非安置费， 遗嘱系
王大爷找人用电脑打印的。 王大爷看了
这份打印的遗嘱后， 就在上面签了字。

2009 年 12 月， 王大爷去世。 2010
年 4 月份， 王芬就到重庆市渝北区某街
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所领取了

王大爷的死亡待遇补偿 10400 元。
“我父亲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根

本不会使用电脑， 该遗嘱是我父亲找人
帮忙用电脑打印的 ， 因此属于代书遗
嘱， 但这份代书遗嘱不具备代书遗嘱的
形式要件 ， 应当认定无效 。” 法庭上 ，

王大爷的另外两个子女———王坤、 王珍
要求法院认定该代书遗嘱无效。

重庆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我
国继承法的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并由其中一人代
书， 同时还要有遗嘱人、 代书人、 其他
见证人签名， 并注明年月日， 才是有效
的代书遗嘱。 而王大爷立的这份代书遗
嘱只有遗嘱人的签字， 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代书遗嘱形式要求， 应当认定无效。
眼看着父亲立的遗嘱被认定无效，

王芬心里急了 ， 立马向法庭提交了一
份自己和父亲于 2008 年 2 月 27 日签
订的 《遗赠扶养协议》， 该遗赠协议约
定由王芬负责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 ，
并负担其生养死葬的费用 ， 父亲故后
则将渝北区的一套房屋及农转非安置

费遗赠给王芬。

由于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继承人与

被继承人不得签订遗赠协议， 重庆一中
院终审判决该遗赠协议有效， 王芬顺利
取得了父亲的遗产。 （谢威利）

订立遗嘱是公民处分个人财产的一

种方式， 可以有效避免继承人之间因分
割遗产而引起的纠纷。 但我国法律对各
类遗嘱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相关的规

定， 公民在订立遗嘱时一定要遵照法律
的规定执行， 必要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
的法律人士， 保证自己对财产的处分是
合法有效的。

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认定无效
继承人依据遗赠协议取得遗产

■法官提醒■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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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松：本院受理申请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中心支行
与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北执恢字
第 67号执行裁定书。 申请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中心支
行申请对你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开发区时尚东路 19 号 6-1-3003
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同
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选择评估机构的有关事宜。限你自公告期满
次日起 3日内来本院选择评估拍卖机构， 逾期视为放弃该项权
利，本院将依法对坐落于天津开发区时尚东路 19号 6-1-3003房
屋进行评估，并公开拍卖。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杨晓东：本院受理董伦曙申请执行本院（2011）岳民商初字
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我院决定对你所有的位于湘潭市岳
塘区宝塔街道芙蓉小区 9 栋的车库（车库号码为 9-08）进行评
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关于抽签确定评估、拍卖机构的
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本公告期满后，
请你方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 9 时到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技术室 524 号办公室抽签确定机构。 逾期不到，不影响
机构的确定。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滕树平、文萍：关于邓雪蓉申请执行与滕树平、文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3）花法执字第 31-1
号执行通知书、确定执行人员告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花垣县人民法院
文萍:关于邓雪蓉申请执行与滕树平、文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3）花法执字第 31-1 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主文：拍卖被执行人文萍所有的座落在花垣县花垣
镇城南四方井路土地一块 ；土地证号为 ：花国用 【2005】字第
001959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花垣县人民法院

梁弘： 本院受理申请人崔美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对你所有的坐落于内蒙古察右中旗一街一区的房产进行查

封，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查封的房产进行了评估，认定价
值为 111641 元，已作出评估报告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又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拍卖裁定书由你到本院领取，本院不再
另行送达。 参加拍卖会日期、地点、以拍卖机构公告为准，望准
时参加。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法院

廉艳娜：你与申请执行人烟台诚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返还
垫付款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3）开执字第 10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接到本通
知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烟台诚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垫

付款 41000 元、案件受理费 335 元、公告费 260 元及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开执字第
102-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廉艳娜所有的位于烟
台开发区香江路 C 号楼 435 号房产一套。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宫伟：你与申请执行人烟台诚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垫

付款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3）开执字第 10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接到本通知
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烟台诚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垫付

款 2135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 334 元、公告费 560 元及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开执字第
103-1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宫伟所有的位于烟台
开发区海鹰大厦 3-356 号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建筑面积
为 8.19平方米）一套。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宋辉：本院受理你诉普若勒.让 路易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申请人普若勒.让 路易申请执行（2011）开涉民初字第 3 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开执字第 520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培堂、山东鲁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杜文更、周凤英、周
晓飞：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文堂与你们雇员受害赔偿纠
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将被执行人杜文更的银行存款 49 万元扣
划至海阳市人民法院 （依据 2010 海民初字第 1441 号民事判
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扣划银行存款）。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海阳市人民法院
李建花、勉力宏：你们与被告岱岳区泰山白马石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 被告泰山武术学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我
院已经受理。 但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你们应缴纳案件受理费 25280元。 现依法向你们发出交纳案件
受理费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通知期
满后 7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 25280元。 逾期，我院将按
自动撤回诉讼处理。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滨州市中小企业互助合作促进会：本院受理单建军申请执
行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需对所查封你所有的财产进行评估、
拍卖。 现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在本院 404 室选择评估机构。 自选定鉴定机构次日起第 20 日
（节假日顺延）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 10 日
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将依法进行拍卖程序。 定于异议期满第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 3 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17 室选择拍
卖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纪新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宋学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德城执字第 927 号执行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
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孔美菊：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韩海山与被执行人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3）菏牡执字第 842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
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2012）菏牡民初字第 104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倪丙龙：本院受理姜惠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

行人姜惠民申请执行本院（2009）菏牡民初字第 2104 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菏牡执字第 617 号执行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周大伟、赵民、孟钢剑：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胡斌与被执

行人周大伟、赵民、孟钢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0）菏牡民初
字第 2488 号民事判决书】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2）菏牡执字第 107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向申请执行人胡斌
偿付借款 112000 元人民币及利息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魏学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吴超与被执行人魏学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2012）菏牡民初字第 1800 号民事判决书】因
你下落不明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菏牡执字第 953 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
的义务： 向申请执行人吴超偿付借款 10 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及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李洪山：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桑雪云与被执行人李洪
山、白翠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1）菏牡民初字第 756 号民

事判决书】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菏弘正房估字（2013）
第 A12013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如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评估报
告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成兆雷：本院受理徐彦祥与你、康小曼、成国防、司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徐彦祥申请执行本院（2012）菏牡民
初字第 2757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
菏牡执字第 883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郭兴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孙明宙与被执行人郭兴飞
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
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程玉增：本院受理宋艳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宋艳平申请执行（2012）鄄商初字第 423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
委托鄄城地佳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程玉增住宅用地土地

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已作出鄄地佳估字〔2013〕第 197 号土
地估价报告， 依法委托菏泽市剑宸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鄄
城镇姜口村房产进行评估， 已作出鄄 2013070101 号房产评估
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以上评估报
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
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山东]鄄城县人民法院
王志峰 ： 本院受理王永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

请执行人王永俊申请执行 （2012）榆民四初字第 79 号民事
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榆执二字第 698 号执
行通知书 。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自公告
期满后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逾期
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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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呼 和 浩 特 8 月 19 日 电
（记者 李生晨 通讯员 段连发 ）
今天，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
原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文代贪污、 挪用公款上诉一
案进行二审宣判， 对上诉人宋文代以
贪污罪判处死刑 ，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挪用
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决定执行
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 上诉人宋文代在担任内蒙古
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国有股代表、 监事长期
间， 利用职务便利侵吞、 骗取乾坤公
司 股 份 溢 价 款 等 公 共 财 物 价 值

65045702.31 元 ， 三 次 挪 用 公 款

21000000 元进行营利活动 ， 在其获
得巨额利益的同时使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 上诉人宋文代作为受国家机关
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 利用职务便利 ， 侵
吞、 骗取公共财物构成贪污罪且情节
特别严重。 其利用职务便利， 挪用公
款进行营利活动， 情节特别恶劣。 上
诉人宋文代犯数罪， 依法应对其数罪
并罚。 原审法院根据宋文代犯罪的事
实、 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作出的判决，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 审判程序
合法。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驳回
上诉、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疯狂贪污六千多万元
董事长终审被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