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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法官■

本报讯 近日， 原四川省理工学院
院长 、 党委副书记曾黄麟涉嫌受贿一
案， 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在
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检察院指控称 ，2002 年至 2013 年
初， 被告人曾黄麟在担任四川省轻化工
学院、 四川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兼院长
期间， 利用主持学院行政全面工作及分
管学院基建、财务等工作的职务之便，在
学院的工程建设、 后勤服务等工程建设
中， 先后收受自贡市华康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易康、 自贡市个体建筑商钟联
彬、富顺县永强校园部经理蒋诗伟、自贡
市众拓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曾崇胜等

15 人贿赂共 366.5 万元，并为上述单位、
个人在承建工程的过程中提供帮助。 被
告人曾黄麟在省纪委调查期间， 主动交
代了受贿的全部犯罪事实， 积极配合退
缴了全部赃款， 在宜宾市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后， 均如实主动交代了全部受贿
犯罪事实。

被告人曾黄麟当庭表示， 对于公诉
机关列举的犯罪事实， 他完全认可， 绝
不翻案， 希望得到从轻处罚。

据悉， 本案将择日宣判。
（李 玲）

大学生持刀伤父亲
法院决定强制医疗

蚌埠开审一起涉恶案件
44名被告人 起诉书念了 40分钟

本院于 2012年 10月 18日作出(2012) 朝民破字第 28421-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北京百福鸿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百福鸿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为破产管理人。 2012年 11月 29日，我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宣告百福
鸿基公司破产。 因债权人同意不分配破产财产，全部用于破产费
用及预留，破产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裁定
终结百福鸿基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依法裁定受理债务人重庆市涪
陵区金伦达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2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联系地
址重庆市涪陵区滨江路锦天名都 1 幢 25-1，邮政编码 408000，
联系人吴清华，联系电话 18623250527）申报债权，并提供有关
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第 11 审
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2013 年 3 月 5 日本院根据启东豪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股
东王信懿的申请， 裁定对启东豪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进行重
整。 重整期间因没有重整意向人申请参与重整，导致管理人无
法按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截止 2012年 6月 1日，启东豪威船
舶重工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134567858.85 元 ， 负 债 总 额
229260557.49 元， 净资产负 94692698.64 元， 已经严重资不抵
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已经裁定终止启东豪
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宣告启东豪威船舶重工有限公
司破产。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因四平恩悌钨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2月 24日
向本院明确表示不能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于 2013年 12月 25
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

终止四平恩悌钨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四平恩悌

钨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破产。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车辆厂破产还债一案，于 2010年 5月 18日
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根据破
产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2年 8月 21日依法作出（2010）同民破字
第 98-6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车辆厂破产还债程序，债权
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专用设备厂破产还债一案， 于 2010 年 4
月 28日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 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 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依法作出
（2010）同民破字第 76-6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专用设
备厂破产还债程序，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耐火材料厂破产还债一案， 于 2010 年 6
月 22日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 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 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依法作出
（2010）同民破字第 133-6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耐火材
料厂破产还债程序，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制帽厂破产还债一案，于 2010年 5月 11日
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根据破
产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2年 6月 20日依法作出（2010）同民破字
第 68-6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制帽厂破产还债程序，债权
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口泉制鞋厂破产还债一案， 于 2010 年 7
月 14日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 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 于 2012 年 7 月 6 日依法作出
（2010）同民破字第 146-6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口泉制
鞋厂破产还债程序，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二轻第二工业供销公司破产还债一案，于
2010年 5月 11日依法宣告其破产还债。 现该企业破产财产已
分配完毕，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依法作出（2010）同民破字第 68-6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

市二轻第二工业供销公司破产还债程序，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
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郭建设、吉增孝、武斌、吉发家、昝志胜的申
请， 于 2013年 12月 9日裁定受理山西省临猗县桑泉棉机厂破
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临猗县黄河破产清算事务所为管理人，已
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收到通知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地址：本院对面）书
面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3月 16日 9时在本院 （山西省临猗县城府西街 758号）
召开。 望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山西]临猗县人民法院

关于终结东莞世华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公告 世

华破管字第 3号 2013年 12 月 31 日， 东莞世华陶瓷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 最后分配支
付的金额为 ： 破产费用合计 152,129.20 元 ， 优先债权合计
197,254.89 元，普通债权合计 843,390.02 元。 同日，东莞市第三
人民法院作出（2011）东三法破字第 3 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
终结东莞世华陶瓷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东莞世华陶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4年 1月 7日

关于宁波博丰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与宁波金柏海运有限

公司、 郑元明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强制执行一案，
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裁定对被执行人宁波金柏海运有
限公司所有的 “中宁海 6” 轮予以拍卖， 现已成立拍卖委员
会，定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在武汉海事法院对该轮

进行公开拍卖。 凡愿参加竞买者，须在 2014 年 2 月 24 日 17
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同时须交验本人、企业法
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

委托书，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80 万元；凡与该轮有关的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
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委员
会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6 号武汉海事法院。 联系
人：鄢坤；电话：027-68857653；传真：027-68857510。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洛阳耀福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爱民、赵
彩织等 66 人诉洛阳耀福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偃劳
人仲裁字[2013]75-140号），申请人李爱民、赵彩织等 66人要求
你单位支付拖欠其工资。 因通过各种方法无法送达于你单位，
根据有关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 请你单位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偃师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

取偃劳人仲裁字 [2013]75-140 号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偃师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泾县南华高级职业学校：本委受理何红诉你单位拖欠工资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风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孙萍：你与盐城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未能履行本院（2012）盐商初字第 033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你抵
押的盐城市区紫薇花园 93 幢 503 室、93 幢 07 室的房地产进行
评估，评估价为 104.5198万元。现向你送达估价报告，限你在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可

在送达后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估价报告生效后，本院将依法进
入拍卖程序。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玲、谢秩明：本院执行的赵志辉申请执行周玲、谢秩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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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2）新执
字第 10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履行完毕本院（2010）新民初字第 119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闫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景新申请执行[2013]苏民一

初字第 64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沈苏执字第 144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温庆忠：本院执行的王元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洼县

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大洼民一初字第 0021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大洼执字第
0075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洼县人民法院

西藏前景保健品有限公司、西藏润雨矿业有限公司、西藏润
雨矿业有限公司山南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山南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委托的执行土地拍卖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
加拍卖会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3 日上午 10 时在拉萨市金珠西路 54 号金
藏林卡 A1 号别墅公开举行土地拍卖会， 届时你公司若不到
会，逾期将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成武玖德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清算过
程中，清算组以成武玖德实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
请宣告破产，本院已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裁定终结该
强制清算程序。 [山东]成武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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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家时突然将父亲刺成重伤， 法
院认为其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符
合强制医疗条件。 今天， 安徽省肥东
县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小原 (化名 )
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小原是大二学生，也是家中独子。
2013 年 10 月 13 日早上 ， 小原起床
后，从厨房拿了一把尖刀，捅到父亲肚
子上。 其父跑出家门，小原持刀追杀，
将父亲肩部、腹部等多处砍伤。附近群
众看到后拨打报警电话， 小原被刑事
拘留，其父的伤情经鉴定为重伤。

民警走访了小原的邻居、 老师和
同学， 他们反映小原平时基本不与他
人讲话， 性格内向； 同寝室的人还反
映其经常自言自语， 没事时在寝室里
乱转 。 民警还调查到 ， 小原在 2008
年因为中考压力大患过精神分裂症，
后经治疗症状缓解后出院。

10 月 18 日， 肥东县公安局委托
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小原

进行精神鉴定，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无
刑事责任能力， 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
可能， 应当对其强制医疗。 12 月 26
日， 肥东县检察院依法向肥东县法院
提出对小原予以强制医疗的申请。

2014 年 1 月 7 日 ， 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此案， 小原的父亲在庭审中
提出， 小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现
病情明显好转， 基本恢复到发病前的
状态， 且巢湖市司集徐氏精神卫生防
治院出具评估报告， 也证实小原目前
肇事肇祸危险度为 0 级， 故请求法院
不予作出强制医疗决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 巢湖市司集徐
氏精神卫生防治院的评估报告只是说

明小原目前的症状和表现， 结合其之
前的治疗经历及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

法鉴定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
不能证实小原没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

能， 符合强制医疗条件。 根据新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法院作出决定，
对被申请人小原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周瑞平 张锦娣）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表哥邀
请表弟一同吃饭 ， 表弟醉酒后自行离
开， 后被发现死于车轮之下。 死者父母
将表哥和另一位共同进餐的朋友告上法

庭。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 ， 维持了一审判
决 ， 死者表哥及朋友承担部分赔偿责
任。

2013 年 8 月的一天 ， 阿江打电话
约表弟小伟和阿俊到厦门市湖里区某餐

馆吃饭。 当晚， 阿江请客点了几道菜，
并点了二瓶 450ml “老村长” 白酒， 三
人均分。 白酒喝完后， 三人又点了六瓶
啤酒， 小伟喝了一瓶。

大约在 23 时左右， 小伟未向阿江、
阿俊打招呼先行离开。 阿江、 阿俊以为
小伟去小便， 发现没回来后， 阿江到餐
馆外面寻找， 打小伟的手机无人接听，
阿俊与餐馆老板也到外面寻找， 寻找未
果后阿江即离开， 阿俊继续与餐馆老板
喝酒。

小伟离开餐馆后， 来到湖里区长岸
路高架桥下停车场内， 躺在一辆重型半
挂牵引车的右侧轮胎旁。第二天凌晨，该
车在起步时碾轧小伟， 造成小伟当场死
亡。 经交警认定：“司机梁某驾驶机动车
由停车位起步行驶时， 对路面情况观察
不够， 其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
关系，应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小伟醉酒后
躺在机动车右侧轮胎旁， 其行为与事故
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 应承担事故同

等责任”。 经血液中酒精含量检测，小伟
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277.40mg/100ml。

案发之后 ， 小伟的父母以司机梁
某、 金圣汽车运输公司、 平安保险厦门
分公司为被告， 向厦门市湖里区法院提
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 。 之
后， 湖里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 认定小
伟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误工
费、 交通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 74.7 万
元。 金圣汽车运输公司对超出交通事故

强制保险赔偿额之外的损失承担 60%的
责任。 据此判决， 平安保险厦门分公司
向小伟父母支付赔偿款 22 万元； 金圣
汽车运输公司扣除已支付的 2 万元后支
付赔偿款 29.6 万元。 上述款项已经全
部履行完毕。

之后， 小伟的父母将阿江、 阿俊告
上法庭， 要求其全部承担湖里法院之前
确认的小伟自己应承担责任损失的部分

即 21 万元。

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 阿江、 阿俊
在小伟饮酒过量非正常离开酒席时， 未
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未尽安全保障义
务， 其行为与小伟因醉酒发生交通事故
存在因果关系， 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 小伟的死亡损失为 74.7 万元，保
险公司赔偿 22 万元后还余 52.7 万元 ，
阿江、阿俊应承担其中的 12%的责任，即
6.3 万元。 阿江系本次聚会的召集人，应
承担其中的 60%的责任即 3.8 万元 ，阿
俊承担 40%的责任即 2.5 万元。

一审判决后， 阿俊不服， 向厦门中
院提起上诉。

厦门中院审理认为， 原审法院认定
阿江和阿俊行为存在过错是适当的， 二
人应承担的损失比例也并无不当， 因此
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本报讯 为强揽项目土方施工权，
不惜聚众斗殴 ； 开设游戏厅疑被人举
报， 便指使他人将对方游戏厅砸毁； 向
人索要 “保护费” 不成， 便多次骚扰直
至对方屈从。 1 月 15 日， 安徽省怀远
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涉及社

会恶势力的刑事犯罪案件。

44名被告人 涉嫌三宗罪

1 月 15 日 8 时 30 分， 案件准时开
审， 44 名被告人在武警的押解下被带
上法庭。 团伙 “老大” 钱峰今年 42 岁，
初中文化， 经商， 曾因流氓罪、 敲诈勒
索罪入刑八年。 在所有被告人中， 年纪
最小的金某年仅 19 岁。

庭审现场， 长达 29 页的起诉书公
诉人整整念了四十多分钟。

公诉机关指控， 以被告人钱峰、 罗
大喜 、 吴延博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
伙， 一直谋图强揽位于蚌埠市淮上区的
某建设项目土方施工权 。 2013 年 4 月
17 日下午， 钱峰先后指使罗大喜、 吴

延博带人前去阻挠该项目部施工。 当晚
21 时许， 罗大喜邀集其他几名被告人
再次来到该工地阻挠施工， 与施工方发
生冲突， 双方用砖头、 石块互相扔砸。
罗大喜被对方打伤后， 向钱峰报告事情
经过， 后在钱峰的默许下， 邀约他人带
刀、 钢管等作案工具进行 “报仇”， 对
多名受害人实施非法控制和殴打， 造成
多名受害人轻伤或轻微伤。

公诉机关还对另外 4 起分别涉及聚
众斗殴、 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的案件提
起公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 钱峰等 44
名被告人自 2010 年前后至 2013 年 4
月， 共实施 5 起犯罪事实， 涉及聚众斗
殴、 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等 3 项罪名。

“老大” 否认指控 多人受过刑罚

在庭审中，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
钱峰为了不当目的， 纠集多人在公共场
所持械聚众斗殴， 致两人轻伤， 三人轻
微伤， 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社会影
响恶劣 ；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 ， 数额较

大， 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 应当
以聚众斗殴罪、 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面对指控， 钱峰予以否认并辩称，
2013 年 4 月 17 日， 自己并没有指使他
人阻挠工地施工。 当晚在接到罗大喜的
电话后， 他还劝阻不要打人， 也没有再
邀集其他人， 自己到达工地时， 刚开始
并没有看到斗殴现场， 且手中并没有凶
器。 针对敲诈勒索犯罪， 钱峰称自己从
没有去游戏厅闹事， 也没有威胁对方不
给 “保护费” 就干不下去等。

在讯问中 ， 罗大喜坚称自己不是
“恶势力”。 他辩称， “4·17” 案件中，
钱峰确实指使他去项目工地， 但打架过
程中自己并没有让受害人自残； 在其他
一起聚众斗殴案件中， 自己没有邀人打
架， 发生冲突后， 其他人对受害人实施
了追砍， 但自己手中并没有凶器。

面对被告人的辩解， 公诉人多次提
醒被告人仔细回忆， 如实回答， 争取从
轻处理， 但钱峰、 罗大喜等被告人仍对

部分指控予以了否认。
44 名被告人中， 多为当地无业人

员， 有 24 人曾因犯罪受到过刑事处罚，
更有数人是 “二进宫”。

在当天的庭审中， 44 名被告人聘
请的辩护律师和法院指定担任辩护人的

律师共 37 名， 占满了审判台下方的半

边空间。 为确保庭审安全有序， 当地武
警支队派出数十名武警和当地特警承担

了庭审安保和押解工作， 在分别讯问的
过程中， 数十名被告人被分别羁押在法
院的六个法庭内， 并由武警战士实行一
对一的看守。

（王龙江 高建业）

图为庭审现场。 王龙江 高建业 摄

1 月 16 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向社会发布了 5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典型案例。 同时， 该院公布了审理这
类案件的量刑尺度， 其中明确， 恶意欠
薪 1 万元为入罪标准， 欠薪者如果欠薪
情节恶劣， 江苏省内各地法院将从严惩
治重判重罚 ， 欠薪者早还钱可轻判轻
罚。

多地藏匿， 转账私用———重判

被告人王春林作为被告单位苏州市

一抹红针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明知

公司拖欠职工数月工资， 仍将被告单位
账户内累计 109 万余元的资金转入其私
人账户， 并为逃避支付工资及债务出逃
柬埔寨及国内多地藏匿， 致使公司职工
因欠薪而发生集体罢工。 劳动部门两次
依法向被告单位及其股东发出支付劳动

者报酬的指令， 但被告单位在指定期间
内未支付 。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8 日 ，
被告单位共拖欠 88 名职工工资合计 93
万余元。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被告单位苏州市一抹红针织有限公

司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 被告人王春林作为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亦应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春林
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对其及被
告单位依法均可从轻处罚。 根据被告单
位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 苏
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被告单位苏州市一抹红针织有

限公司罚金 20 万元； 判处被告人王春

林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主动还钱， 取得谅解———轻判

被告人陈现龙系无锡市锡山区羊尖

镇泉龙制衣厂的经营者，为个体工商户。
2012 年，被告人陈现龙在经营泉龙制衣
厂期间， 拖欠 115 名工人劳动报酬共计
77 万余元。2013 年 1 月 18 日晚上，陈现
龙采用转移生产机器设备、 逃匿等方式
逃避支付上述拖欠的劳动报酬， 经劳动
部门责令支付后，到期仍不支付。

2013 年 1 月 31 日， 陈现龙被公安

机关抓获， 其亲属代为支付了拖欠工人
的全部劳动报酬， 得到工人的谅解。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
人陈现龙以转移资产、 逃匿的方法逃避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
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
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归案后
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依法可从
轻处罚。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量刑
情节， 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被告
人陈现龙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
处罚金 5 万元。

江苏高院公布典型案例体现量刑尺度

欠薪早还钱可轻判 情节恶劣者要重判
本报记者 娄银生

利用工程收受贿赂
一学院原院长受审

表弟酒后车祸死亡
表哥被判部分担责

本案承办人郑成茂在接受采访时分

析，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
成要件有以下四点：一、行为的违法性；
二、损害事实的存在；三 、有因果关系 ；
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共同饮酒行为
虽然不属于法律行为， 属于社会生产层
面的情谊行为， 但是共同饮酒过程中如

果其中一人处于或者可能处于醉酒的危

险状态中， 即使同饮人之间没有相互劝
酒致人醉酒的行为， 同饮人也应负担先
前行为所引起的特殊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 违
反该义务应以存在过错或过失为前提条

件。 本案中， 阿江作为案发当晚请客的
发起人， 对被邀请的客人应负有合理限

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当晚， 阿江、 阿
俊与小伟三人均分喝完二瓶白酒后， 又
叫了六瓶啤酒， 小伟喝了其中一瓶， 阿
江在明知小伟喝了较多白酒及啤酒， 当
小伟出现从酒桌上不辞而别的非正常情

况， 可能已经醉酒存在危险时， 仅在餐
馆边上简单寻找， 未打电话与其家人联
系， 询问小伟是否已安全到家， 而是自
己离开餐馆回家， 其行为存在过错。 阿
俊虽然也是应邀来参加酒宴， 但在小伟
非正常离席可能处于醉酒的危险状况

下， 未采取保障或者防止小伟发生危险
的积极的措施， 同样存在过错。

同饮人对醉酒者负特殊安全保障义务

云南终审一起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新华社昆明 1 月 16 日电 （记
者 屈明光 王 研 ） 16 日 ， 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云南丰瑞油脂有限

公司、 云南丰瑞粮油工业产业有限公
司及赵建国等 15 人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一案作出终审判决。

这项判决中，判处被告人赵建国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吴庆伟有期
徒刑十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
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6年至10年有期
徒刑及相应的罚金刑。判处云南丰瑞油
脂有限公司罚金2.5亿元、云南丰瑞粮油
工业产业有限公司罚金5000万元。

法院判决认定， 云南丰瑞油脂有
限公司、 云南丰瑞粮油工业产业有限
公司自 2002 年至 2012 年购买非食品
原料生产并销售食用猪油， 其行为已
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且
非法生产持续时间长， 有毒有害食品
销售范围广， 销售金额特别巨大， 犯
罪情节特别严重。 云南丰瑞油脂有限
公司、 云南丰瑞粮油工业产业有限公
司构成单位犯罪， 赵建国、 吴庆伟等
作为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 均应承
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两单位分别被判罚金 2.5
亿、 5000 万， 15 人获刑其中一
人被判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