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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大山合菌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的包装袋上因印有

“和田天枣” 字样， 并在南通通润发
超市销售， 被拥有 “天枣” 商标的新
疆天海绿洲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起告上了法庭。
日前， 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

官二审调解， 被告大山合公司赔偿原
告 5.5 万元， 并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
侵权商品； 被告南通通润发超市立即
停止销售侵权商品。

天海绿洲公司系 “天枣” 商标的
权利人。 该商标经长期使用、 宣传在
业内获得多项省级、 国家级荣誉， 包
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认定的新疆著名商标等， 在业内拥有
较高的知名度 。 2013 年 2 月 16 日 ，
天海绿洲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某以普通

消费者身份， 在南通通润发公司八仙
城店购买了大山合天枣 5A 和大山合
天枣 3A 各一袋。 公证员将上述所购
物品及发票进行了拍照封存。 大山合
公司认可案涉商品系其生产并销售给

通润发公司。
天海绿洲公司认为， 大山合公司

与通润发超市未经许可生产、 销售侵
犯其拥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涉
嫌侵权， 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
并共同赔偿经济损失 12 万元。

一审庭审中， 法院当场拆封了封
存的商品， 发现大山合天枣 3A 在包
装上标注有 “和田天枣 3A” 文字 ，
包装背面文字说明记载： 新疆和田枣
与内地同类枣相比 ， 具有个大 、 皮
薄、 肉厚、 味甘的特质……素有 “天
枣” 之美誉。 大山合天枣 5A 产品包
装上印有 “天枣”、 “和田” 等文字。
两袋产品包装袋背面均注明了原料来

源为新疆和田。 购买发票显示产品名
称为大山合和田天枣 （3A）、 和田天

枣 （5A）。
法庭上， 大山合公司提交了新疆

阿克苏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局及阿拉

尔满园春果品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单位出具的说明， 辩称天山以南附近
出产的红枣， 部分百姓或是当地社员
习惯称之为天枣， 认为 “天枣” 系当
地特定区域枣类的通用名称， 不构成
侵权，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该案审理中， 法院咨询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红枣协会。 该协会回函
称 “天枣” 不是新疆当地百姓就天山
以南绿洲所种植的经天山雪水浇灌的

红枣的习惯称呼， 且 “天枣” 系新疆
天海绿洲公司的注册商标。

法院另查明， 天海绿洲公司针对
大山合公司的涉嫌侵权行为在全国各

地多家法院提起诉讼。
南通中院一审认为， 根据大山合

公司目前举证， 不足以证明天枣属于
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涉案产品将与

“天枣” 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商品名称
使用， 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
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天海绿洲公司

“天枣” 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属
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故大山
合公司生产、 销售， 通润发公司销售涉
案产品， 构成商标侵权。 因被告超市提
供了合法进货渠道， 并尽到了相应注意
义务， 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应立即停止
销售的侵权行为。

综合考量涉案商标知名度、 被告主
观过错 、 侵权物价值 、 侵权后果等因
素， 法院判决被告大山合公司立即停止
生产、 销售侵犯 “天枣” 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
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 8 万
元 ； 通润发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
品。

大山合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
期间， 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 达
成上述协议。 （顾建兵 王立朋）

本报广州 5 月 5 日电 （记者 杨

晓梅 通讯员 陈晓红 何海涛） 今天
上午， 餐饮连锁企业真功夫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与蔡达标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在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
广州中院对一审进行了部分改判， 二审
判决 ： 真功夫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 ， 将 2011 年 3 月 17 日至 2013 年 7
月 18 日止的会计账簿提供给蔡达标委
托的代理人及会计专业人员查阅， 将此
期间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监事报告、 财
务会计报告提供给蔡达标委托的代理人

查阅、 复制， 驳回蔡达标的其他诉讼请
求。 至此， 这起在华南地区引发广泛关
注， 因企业两大控股家族决裂引发的股
东知情权纠纷告一段落。

真功夫公司董事长蔡达标因犯职务

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 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四年。 真功夫公司与蔡达标之间的
这场股东知情权纠纷诉讼起源于蔡达标

被刑事羁押后， 委托其妹蔡春红代为行
使股东知情权被真功夫公司拒绝。 2012
年 5 月 25 日、6 月 1 日、6 月 14 日，蔡达
标及其代理人蔡春红分别向真功夫公司

发出 《关于查阅、 复制公司有关资料的

函》等函件，真功夫公司则两次回函称，
由于其无法确认和核实函件中 “蔡达
标” 的签名及其授权是否真实等原因，
未向蔡春红提供相关材料。

蔡达标因此以股东知情权受损害为

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真功夫公司安排蔡达标委托的代理

人，查阅公司自 2011年 3月至 2013 年 7
月 18 日止的全部股东会会议记录及决
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监事报告、财
务会计报告及审计报告；安排其代理人及
聘请的会计专业人员查阅公司上述期间

的会计账簿；向蔡达标提供上述期间未经
股东会、董事会审议批准而作出的可能影
响股东权益的各项重大决策和行动的批

准文件或决策程序信息，提供公司内部公
司治理架构变更及高管人员变更及其职

能等可能影响股东权益的信息。天河区法
院一审判决支持了蔡达标的大部分请求。
真功夫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二审审理认为， 股东知情
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股

东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议、 监事
会决议 、 财务会计报告等有关公司经
营、 管理、 决策的相关资料， 实现了解
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高管人员活

动的权利。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行使其他
权利的前提。 本案中， 蔡达标已依照法
律规定履行了申请查阅会计账簿的前置

程序， 蔡达标作为股东有权请求法院保
障其依法行使股东知情权。

对于真功夫公司提出蔡达标要求行

使的股东知情权超出了公司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范围的上诉意见 ， 法院二审认
为， 蔡达标是以股东的身份提起诉讼，
其要求行使的是股东知情权而非董事权

利。 因此， 法院认为蔡达标要求行使对
董事会会议记录、 审计报告的知情权缺

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二审对
该部分一审判决遂作出改判。

此外 ， 由于真功夫公司未设股东
会， 故一、 二审法院均未支持蔡达标要
求查阅、 复制真功夫公司股东会会议记
录及决议的请求。

本报讯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日前调解一起因追索加班费引发

的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根据双方在
二审过程中自愿达成的协议， 保险公
司于协议签订之日起 15 日一次性支
付吴军加班费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共 1.4 万元。
2011 年 11 月 1 日， 德州市青年

职工吴军进入某保险公司担任组训工

作， 每月工资 2800 元， 当年 12 月 1
日签订了劳动合同。 工作期间， 由于
经常被要求加班 、 节假日也很少公
休， 吴军于第二年 10 月 15 日离职，
并与保险公司发生劳动纠纷 。 2013
年 1 月， 经吴军提出申请， 德州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劳动仲裁

决定 ： 保险公司支付吴军加班费
19770.06 元 、 经济补偿金 3000 元 。
对此， 保险公司不服， 提起诉讼。

保险公司诉称， 公司从不存在加
班情形， 且被告吴军是在劳动合同未
到期时自动辞职， 故请求法院对吴军
索要加班费和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不予

支持。
庭审中， 吴军向法庭举证提供了

19 份周一至周六的考勤签到表和周
六会议签到表， 其同事也出庭作证支
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5 日期
间 ， 保险公司安排吴军每周工作六
天， 合计工作日加班累计 400 小时、
周六加班累计 50 天， 且均未支付相
应的加班费 。 2012 年 10 月 15 日 ，
吴军以保险公司拖欠加班费为由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劳动合同法

有关规定， 保险公司应支付吴军的周
六加班费共计 12873.56 元 ， 工作日
加班费共计 9655.17 元。 吴军要求保
险公司支付工作日加班费 6896.5 元，
并未超过法律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由于吴军是因为保险公司不支付加班

费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故依法应
由保险公司支付吴军相应金额的经济

补偿金。 据此， 法院一审判决原告保
险 公 司 支 付 给 被 告 吴 军 加 班 费

19770.06 元 ， 经济补偿金 2800 元 ，
共计 22570.06 元。

一审宣判后， 保险公司不服， 提
出上诉。 该案在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理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于今年
4 月 24 日达成了本文开头的调解协
议。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郑春笋 王飞雁）

真功夫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终审落槌
法院认定蔡达标行使股东知情权应受保障

宣判后 ， 该案二审审判长王会峰
向记者详解了判决理由， 并就股东如何
正确行使知情权提出了建议。

王会峰说， 对于真功夫公司主张蔡
达标行使本案股东知情权有不正当目

的， 可能损害真功夫公司合法利益的上
诉意见， 法院认为， 由于股东知情权涉
及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保
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应适当照顾公司的

利益， 使双方利益衡平， 故知情权的行
使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一定的限

制。 本案中， 蔡达标向真功夫公司提出
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

解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显属其作为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 真功夫
公司认为蔡达标行使股东知情权具有不

正当目的， 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应
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于股东知情权的范围问题， 王会
峰认为， 针对蔡达标的诉讼请求中要求
查阅、 复制董事会会议记录、 审计报告
两项内容， 由于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
的规定中没有关于股东可以查阅、 复制
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审计报告的内容， 在
会计法中也无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审

计报告， 同时， 该公司章程中对查阅董

事会记录及审计报告的规定仅针对公司

董事而设立， 而蔡达标是以股东的身份
提起诉讼， 其要求行使的是股东知情权
而非董事权利， 因此， 法院对该部分知
情权未予支持。

王会峰说， 希望该案审理为公司治
理形成有益指引 ， 在股东知情权问题
上， 一方面要维护公司股东正当行使权
利， 公司应当为股东行使知情权提供便
利， 另一方面股东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
定和约定的限制， 股东行使知情权不得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不得超越权限行使
本应属于董事行使的权利。

股东如何正确行使知情权

■连线法官■

考勤签到表为据
追讨加班费胜诉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审结 3 起 “酒托” 诈骗案。
涉案 40 余名被害人被骗钱款共计 20
余万元， 21 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 除
1 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外， 其余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至六个

月不等有期徒刑 、 六个月拘役等刑事
处罚。

2013 年 7 月 7 日 ， 小伙阿建和异
性网友约好了见面 ， 谁知被她带到酒
吧， 一下子消费了 1 万多元， 成了 “冤
大头”。 与阿建有同样遭遇的， 还有其
他多名男性受害者。

据了解， 此次审结的 3 起 “酒托”
诈骗案， 均发生于 2013 年 3 月至 7 月
间， 被告人均系团伙作案， 有的负责在
网上搭识男性网友并获取对方信息及联

系方式， 有的负责安排 “酒托女” 与男

性网友见面， 还有的则充当 “酒托女”、
服务员、 望风者等角色。 “酒托女” 将
男性网友骗至酒吧等场所后， 以消费假
冒高档酒等方式， 骗取其钱款。 事后，
团伙成员按约定比例结账、 分赃。

一审法院经审理， 认为 3 起案件的
21 名被告人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
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
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 除 1 名被告人因系从犯， 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出部分赃款被

免予刑事处罚外， 其余 20 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有

期徒刑、 六个月拘役等刑事处罚。
一审判决后， 部分当事人以量刑过

重为由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二审分别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潘静波）

上海审结三起“酒托”诈骗案
20名被告人受罚

“天枣”不是特定区域枣类通用名称

“和田天枣”侵犯商标专用权被判赔偿

“通用名称是指在某一区域内为
生产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普遍用于称呼

某一商品的名称， 包括法定的或者约
定俗成的商品名称。 法定的通用名称
为有权的组织设定或确定， 一般体现
在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中。 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
指代一类商品的， 应当认定该名称为
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同时， 由于历
史传统、 风土人情、 地理环境等原因
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 在
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 可以认定

为通用名称。”
据该案一审承办法官姜安安介绍，

我国现行法律对通用名称的认定并无明

文规定， 在法律实践中， 认定法定的通
用名称主要包括法律规定、 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某一地区或领域约定俗成、普
遍使用的名称；专业工具书、辞典等公开
出版物中对某一名称的解释等。本案中，
大山合公司未能举证相关法律规定、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收录“天枣”的术语或
概念， 并明确其定义及认定标准， 因此
“天枣” 不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

商标是否为通用名称的判断依据

■连线法官■

刘立祥,Helena Fianova： 本院受理季莹诉刘立祥,Helena
Fianova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季莹申请执行(2012)浦
民一 （民） 初字第 20095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刘立祥,
Helena Fianova 公告送达（2014）浦执字第 662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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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林锦珠：本院受理上海虹口中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林锦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虹口中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虹民五（商）初字第 265 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虹执字第 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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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林锦珠：本院受理上海虹口中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林锦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虹口中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虹民五（商）初字第 265 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裁定书。 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本院将依法拍卖你名下坐落于上海市吉浦路 395 弄
16号 1801室的房产。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胡效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深宝法行
非诉审字第 7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一、申请执行人深圳市
宝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作出的深宝卫
医罚 [2013]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第二项，本院准予强制执
行; 二、 被执行人胡效山立即缴纳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 50000
元。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陈天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素跃与你抚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4）汕陆法执字第 19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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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13）汕陆法民一初字第 135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广东]陆丰市人民法院

赵群联：本院受理三江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
执行与你关于金融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三执字第 11 号执行通知书、（2014）三执字第 11-1 号执
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5 日
内履行（2014）三执字第 11 号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清偿
本金 847791.66 元，利息 476937 元、一审案件受理费 16723 元
及逾期利息；2、案件执行费 15815元。 如再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利民：本院受理你与陈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陈萌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冀民一终字第 333 号民事判决书，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要求你偿还借款本息 18738880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冯正昌：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南阳中南金刚石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委托鄂州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
心对你所有的鄂 G-17691牌奥迪 FV7183TFCVT型轿车进行了
价格评估，车辆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8000 元。 现向你公告送达
鄂州价认鉴（2014）035号价格鉴定报告书，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
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车辆进行拍
卖。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刘新才：本院执行的钟晓斌与你民间借贷合同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荆州中执字第 39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
你按照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 （2013） 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钟晓斌履行义务。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如东： 本院受理周建兵诉刘如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申
请人周建兵申请执行（2013）屈民初字第 323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刘如东公告送达（2014）屈执字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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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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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海陆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居东：
本院已收到你公司的“执行异议书”原件壹份及相关证据的复
印件。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你公司应向我院提供
证据复印件的原件。 因未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不能作为
证据使用。 因此，要求你公司在本公告届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供复印件的原件。 否则，我院将对此
案继续执行，且你公司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刘海英：刘秀艳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对长春市南

关区人民法院下发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南民初字第 38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履行， 经申请执行人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报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恒泰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韩景春申请执

行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宽执字第 129 号立案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
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方应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2012）宽民初字第 212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陈鹏：本院受理闫建平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2013）

杏民初字第 1033 号民事判决书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杏执字第 227号执行通知书。 同时送达（2014）杏执字第
227号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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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李旭东、孟冬萍：本院受理赵伟斌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2013）榆民三初字第 24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榆执一字第 305 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财产申报令、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履行上述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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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珍：本院受理康根秀申请执行（2013）临尧民初字第

218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法执字第
7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七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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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乔引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吕梁华威典当行有限公司与

你典当纠纷执行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后满之日起 5 日内来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自觉
履行（2013）离民初第 28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将被
纳入被失信人名单，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裴春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杜金栓诉你民间借纠执行一

案，现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5日内来吕梁市
离石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自觉履行（2013）离民初字第 300 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逾期将被纳入被失信人名单，本院将强
制执行。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郑锋： 关于李长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
（2012）新民二初字第 0116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对你名下位于西安

市未央区广运潭大道南段 1698号 “西岸国际花园”3 幢 1 单元
12304室， 建筑面积 131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为
77.3424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陕华地房估字[2014]007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房地产
估价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应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起异议。 [陕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陈孝顺：本院执行的饶正令申请执行陈孝顺借款纠纷公正
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成铁中执字第 44、
4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责令你按照
法律文书确定的额度履行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四川]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新疆三山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北京大龙建筑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03）乌中民一初字第 62 号判决书
已经生效， 北京大龙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向我院申请
执行，本院已经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申请人北京大龙建
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将对你公司的债权 5357141.54 元及
孳生的利息及其他权利全部转让给陈兴明所有， 现陈兴明向
我院提出将申请人变更为陈兴明个人，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债权转让变更申请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德全：本院执行的曹均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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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阿克苏垦执字第 42 号执行通
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
义务：（1）缴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16233.17 元；（2）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日利息 4.7 元；（3） 负担执行案件
受理费 143 元；（4）以上合计 17244.17 元（暂计算到 2014 年 4
月 24 日止）。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
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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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

员 杨长平） 陈生因被恙虫叮咬发烧
住院， 次日内脏衰竭去世。 陈生的家
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遭到拒绝。 近
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
结此案， 一审认定陈生被恙螨咬伤属
意外事件 ， 保险公司应支付理赔款
10.3 万元。

陈生是一家环境艺术公司的员

工 ， 2013 年 3 月 ， 他所在的公司作
为投保人， 向保险公司投保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及附加意外医疗保险， 陈生
是被保险人之一。 保险合同约定， 意
外伤害保险金额为 10 万元， 附加意
外医疗保险金额为 3000 元。 保险期

从 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014 年 3 月 19
日。 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为被保险人因遭
受意外事故， 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事故身亡的， 保险公司给付意
外事故保险金。

2013 年 7 月 1 日 ， 陈生受公司指
派， 到某处花场工作。 第二天， 他就因
发热至医院住院治疗， 经医生诊断为恙
虫病。 隔天， 陈某因恙虫病导致多脏衰
竭而死亡。 在陈生死亡后， 雇主公司依
据雇佣关系向家属支付了赔偿金。 陈生
的家属认为陈生是意外伤害致死， 遂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但保险公司认为医
院诊断陈生患有恙虫病， 这正是造成他
死亡的主要原因。 既然因病而亡， 显然

不符合保险合同里规定的 “被保险人须
遭受意外事故” 的条款， 因此， 保险公
司认为该事故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不
予理赔。 陈生的家属遂诉至法院， 要求
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

法院审理查明， 陈生死亡前在花场
工作， 该工作环境有存在恙螨的可能。
从保险公司提供的医学书籍可以看出，
恙虫病的潜伏期为 4 至 21 天， 一般为
10 至 14 天， 起病急。 综上可以认定，
陈生系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感染恙虫病

的。 根据医学理论， 恙虫病的传播媒介
为恙螨。 如果不被恙螨叮咬， 其人体本
身不会患恙虫病。 因此， 陈生的死亡是
被恙螨叮咬所引起的 ， 这是属于外来
的、 突发的、 非本意的、 非疾病的客观
事件， 该事件直接致使陈生感染了恙虫
病而死亡。 因此， 法院认为陈生的死亡
属于意外伤害身故， 保险公司对此理应
承当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陈生
的妻子、 儿子和母亲共计 10.3 万元保
险金。

恙虫叮咬致死属于意外伤害
法院判令保险公司予以理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