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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持股比例较小
的一方要求解散公司，而持股比例较大
的一方希望公司继续经营，双方矛盾导
致公司日常经营难以为继。小股东将大
股东和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法院支持解
散公司的主张，确认大股东收购股权的
决议无效。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股东会决议合
法，驳回了小股东要求解散公司的主
张。

矛盾日积月累 公司难以为继

小孙、小张等四人是多年好友，
1999 年，四人决定合作经商，成立了
一家经营钢铁贸易的公司。公司成立
时，小孙和小张资金有限，两人共拥有
公司 24％的股权份额；而小段由于资
金雄厚，一人就拥有公司 66％的股
权，另一位股东小陈拥有 10％的股
权。虽然股权份额相差悬殊，但 2002
年他们共同制定公司章程时还是注重了
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章程约定：修改
公司章程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此
外，章程还约定，公司经营期限为十

年，满十年公司即行解散，并在 30 日
内办理注销登记。如需延长，则在经营
期限届满前 75 日作出决议并办理变更
登记注册手续。

经过十多年打拼，公司业绩和客户
较为稳定，有一定发展前景，但昔日情
同手足的几位股东之间却渐生矛盾。小
孙和小张认为小段作为大股东，联合小
陈操纵了公司的日常经营，自己无法了
解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多次协商后，
双方矛盾没有化解却越积越深，公司的
日常经营也受到严重影响。

2012 年，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究竟是解散公司还是
继续经营，双方产生激烈矛盾。8 月，
公司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在超过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下，形
成股东会决议：鉴于股东小张、小孙不
同意公司继续存续，由小段和小陈按合
法合理价格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收
购。

对此，小张和小孙很是不满。他们
认为是否愿意转让股权，是股东意思自
治范畴，股东会无权决定，因此，这项
股东会决议应为无效。小张和小孙将大
股东小段、大股东的“联盟”小陈以及
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
效。

算笔经济账 怎样能双赢

法庭上，公司和大股东的委托代理

人陈述，公司的四名股东在重大利益上
出现严重分歧，诚信合作出现困难，形
成公司经营僵局。大股东愿意以合理价
格收购两位小股东的股权，不会对小孙
和小张造成任何损害。请求法院驳回二
人的诉讼请求。

小股东的代理人向法院陈述，坚决
不同意大股东收购自己的股权。

怎样才能化解僵局，既保护大股东
的利益，又能让小股东受益呢？

承办案件的上海二中院法官高增军
在庭审结束后分别找双方谈话，指出：
商事活动中追求的是“共赢”。大股东
想收购小股东股权，应以合理价格进
行。小股东也应当考虑坚持解散公司可
能产生的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一审中，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委托
资产评估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结
论为：在公司存续的情况下，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值为 1000 万元；在公司进行
清算的情况下，公司的清算价值为
1020 万元。虽然公司清算的售价高于
收购的价格 20万元，但这 20万元是不
考虑清算中折现及需支付的税费因素。
大股东向法院表示，为最大程度上保护
小孙、小张的权益，愿以公平、合理的
价格收购两人的股权。

从经济上考虑，由大股东收购股权
最有利于保护小股东利益，能够实现双
方利益的最大化。但小股东还是坚决要
求解散公司。收购决议是否有效，仍需

法院作出判定。

决议合法 僵局公司有出路

法院认为，公司能否存续，大股东
“强制收购”小股东的股权是否有效，
都取决于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如果股东
会决议有效，公司可以继续经营；如果
股东会决议被认定为无效，则公司将被
解散。

我国公司法规定，对股东会决议延
长经营期限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
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这个条文
表明，公司法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或股
东之间就延长公司经营期限所形成的僵
局，隐含着可以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加以
解决的立法精神。但前提是保护好小股
东的利益，即保证小股东在不愿继续经
营却又无力阻止公司存续经营的股东会
决议通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让公司收
购其股权的方式退出。因此，从立法角
度而言，对于本案中大股东要求通过强
制收购小孙、小张所持公司股权延长经
营期限的问题，不涉及违反我国法律的
禁止性规定。

对小孙、小张而言，只要保证两人
的股权转让或收购价格合理且不低于公
司解散清算所能获得的利益，两人的股
东权益并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法院终审判决，股东会决议没有违
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驳回了小孙、小张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营期限届满，公司应否存续谁说了算？
法院判决大股东收购小股东股权合法

王 伟

本报南通7月1日电 江苏省南通
市一旅游开发公司在当地媒体悬赏5万
元征集金点子，叶先生积极撰写创意方
案，希望能获得这笔赏金。然而，开发
公司在采纳叶先生部分方案后却不肯支
付分文，被叶先生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今天，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诚实信
用原则，对这起悬赏广告纠纷案作出维
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被告按5万元奖赏
的30%标准，向原告叶先生酌情支付报
酬15000元。

2006年 9月 6日，五山公司在当地
媒体刊登广告，向社会征集军山二期开
发创意金点子，并承诺对采纳的金点子
给予5万元奖励，对有建设性的优秀点
子也将给予适当奖励。退休在家的叶先
生看到广告后，多次去现场考察，写出
了观音菩萨率领十八罗汉驾临军山的征
集方案，绘制了观音菩萨塑像的效果
图，同时对军山的整体文化氛围也提出
了自己的创意，并提交五山公司。

同年 10月 12日，五山公司在当地
媒体刊登消息称，由该公司迎请的观音
塑像已放置于军山风景区大门内的莲花
台上。

叶先生认为，五山公司在迎请的观
音菩萨塑像中，采用了其点子方案，但未
能支付相应报酬。多次索要无果后，叶先
生将五山公司告上了南通市崇川区法
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其报酬5万元。

五山公司认为，落成的观音塑像为
单一塑像，而原告金点子是一组露天菩
萨群塑像，且两者外形、高度等均有明
显区别，其没有采纳原告的方案。

崇川法院另查明，五山公司的广告

中对金点子的评判依据没有客观标准，仅
为主观判断。被告在发布征集金点子广告
至该活动结束期间，对部分投稿进行了登
记，但未有金点子或优秀方案入选。

崇川法院审理认为，悬赏广告是以
广告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系实践
性特殊法律行为，当行为人完成悬赏行
为后，在悬赏广告发布人和悬赏行为完
成人之间就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在
完成创意设计并将方案交付被告后，有
获取报酬的权利。鉴于被告征集金点子
的评判标准是主观性的，且在整个金点

子征集活动中，并未评选出相应的奖
项，结合五山公司此后所塑菩萨观音像
与原告提交的创意点子方案间，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依照诚实信用原则，酌定
由五山公司按金点子 5万元的 30%标准
支付悬赏报酬，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悬
赏报酬15000元。

五山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
予维持，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建兵 金成飞）

悬赏5万征金点子 部分采纳不付分文
法院判征集者酌情支付15000元

诚信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视的伦理标
准，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生意之间以
信义为重，可以说是立身做人的基本原
则，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像假冒
伪劣、恶意拖欠、虚假广告等种种失信
行为已经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
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
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
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
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
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
助、保密等义务。这就要求人们在民事

活动中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时
应当讲究信用，严守诺言，诚实不欺，
同时有些内容在合同中虽然未作约定，
但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也应该
自觉地、善意地履行。

据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吴晓玲介绍，
本案中，原告在看到五山公司发布的广
告后，按照五山公司的要求对主题景观
进行了创意规划、设计，制作了观音立
像效果图，并将创意方案及效果图提交
公司。虽然原告提出的金点子与五山公
司最终的实施行为或结果不完全相同，
但只要行为人完成悬赏行为，五山公司
采纳或部分采纳金点子内容，那么其与
该行为完成人之间就产生了债权债务关
系，且五山公司广告中也称对一些有建
设性的优秀点子，也将给予适当奖励，
故被告应酌情支付悬赏报酬。

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连线法官■

据新华社武汉7月1日电 （记
者 李劲峰 许 凤）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人民法院1日对全能神“两湖
牧区带领”曹银花进行一审宣判。法
院认定被告人曹银花犯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被告人曹银花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湖北大冶籍妇女
曹银花（化名凡静） 2007年2月加入
全能神 （又名实际神） 邪教组织，
2009年因此被劳教 1年 6个月。2013
年初开始在全能神组织内充任“两湖
牧区带领”，伙同另一骨干人员负责
该组织在湖北、湖南两省的组织建
立、发展和管理事务。

48 岁的曹银花按照邪教组织上
级的指令，组织指挥全能神“两湖牧
区”邪教成员建立邪教基层组织、发
展信徒、制作讲道文章和视频，进行
宣扬传播全能神邪教的非法活动。
2013 年 10 月，曹银花在武汉市洪山
区被公安机关抓获。警方在其背包和
活动场所查获宣扬全能神内容书籍
20本、小册 53册，光盘 49张，电脑
6台等物品。

在6月11日的公开庭审中，被告
人曹银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供认不讳，当庭认罪。

法院审理认为，曹银花曾因参加
邪教组织受过行政处罚，解除后继续
参与活动，并充任邪教活动的组织、
指挥者，宣扬全能神邪教，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4年，对查获的电脑、光盘及其他
邪教宣传品均予以没收。

武汉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全能神邪教组织
管理体系共有6级，从上至下分别为
监察组、牧区 （省级跨省）、区 （地
市）、小区（县、城市区）、教会（乡
镇）、小组（或称排）。此案被告人级
别高、涉案范围广、社会危害大，对
其依法审判将对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
活动形成有效震慑。

据介绍，专案组查办此案过程
中，初步查清全能神“两湖牧区”组
织体系架构，掌握该牧区下辖的 13
个区小区以上骨干300多名，梳理各
类线索93条。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全能神一骨干头目在武汉被判刑4年

本报讯 （记者 孙剑博） 6 月
26 日，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闫海林、
闫小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
案，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被告人闫海林有期徒刑一年
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判处
被告人闫小慧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2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闫海林、
闫小慧为父女关系，2013年9月至同
年 12 月，二人驾驶小型面包车多次
窜至西安周边郊区，用事先准备好
的绑有毒药丸的火腿肠和鸡爪扔向
路边的狗，将狗毒死并盗走，将有
毒的生狗肉出售给多家饭店获利。
2013年 12月 26日，二人再次驾车窜

至阎良区前进东路剑桥公馆小区门
前，将一只黑白花狗毒死盗走时，
被巡逻民警发现，现场将二人抓
获，后依法将被告人持有的药丸、
狗肉等物扣押。西安市交通大学司法
鉴定中心法医学毒物检验报告书认
定：从被告人家中提取的药丸、狗
肉、作案车辆中提取的狗肉等物中均
检出氰化物。

庭审中，闫海林向法庭陈述了他
的犯罪动机：“刚开始盗窃狗也是我
自己加工后和朋友吃，后来为了获取
不法收入，我就把毒倒的狗加工成狗
肉后卖给饭店，还鬼迷心窍让我女儿
和我一起做这事，我真的错了，也害
了我女儿，希望法庭能够给我女儿一
次机会。”

街头毒狗贩肉 父女双双领刑
西安审结一起食品安全案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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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杨利申请宣告张伦碧死亡一案，经查：张伦碧，
女，1956年 5月 8日生，住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黄瓜山
村马鞍山村民小组，公民身份号码510229195605081920。张伦
碧于2004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1年。希张
伦碧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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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姚金灼申清宣告被申请人朱钊明失踪一
案，经查：朱钊明 （公民身份号码：440125195001110015 )，
男，汉族，失踪时住址广东省增城市荔城街和平路西二巷29号
二幢202房，于1998年11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朱钊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艺申请宣告林桂榆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林桂榆，（女，1976年 1月 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住广东
省从化市街口街村前路4号1栋703房），于2007年11月期间下
落不明己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林
桂榆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从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玉兰申请宣告李伟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李伟安（男，198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住广东
省从化市街口街中华路一巷 13号），于 1994年 7月期间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李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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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从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巧玲申请宣告王忠祺死亡一案，经查：王忠
祺，男，广东省中山市人，1957年 1月 5日出生，原住广东省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正街8号。王忠祺从1979年12月离家外出后
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王忠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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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佩艳申请宣告赵玉峰死亡一案，经查：赵玉

峰，男，1959年 4月 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失踪前住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北门街9-5号，于2009年离家走失，下落

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赵玉
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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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夏卫申请宣告夏明辉死亡一案，经查：夏明辉，
女，193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樊
西巷社区傅家巷34号4房。夏明辉于2005年5月20日从家中走
失，至今下落不明，经多方寻找仍无任何音讯。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夏明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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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福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顾尚珍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顾尚珍，女，1963 年 3 月 9 日出生，汉
族，下落不明前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左家垅村
王家湾组，公民身份号码：430124196303091442。于 1994 年
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顾尚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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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永琳、刘怀浩申请宣告欧阳桂英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欧阳桂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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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欧阳
桂英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玲艳、朱凌峰、朱凌斌申请宣告何红梅失踪一
案，经查：何红梅（女，197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
宁远县人，住湖南省宁远县保安乡新朱家村1组。公民身份号
码 432924197709194660）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何红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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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何
红梅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友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陈四荣失踪一案，
经查明：陈四荣，男，1953年10月2日生，家住进贤县泉岭乡
何桥村委会下寺垅村 8 号，身份证号：36012419531002603X。
陈四荣于 2006年 12月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四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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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四荣失踪。 [江西]进贤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利刚要求宣告贾纪赟失踪一案，经查贾纪赟，
女，1974年 6月 4日出生，汉族，无业，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兴庆区唐槐新村 25-2-501室，于 2012年 3月 29日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贾纪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限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瑶瑶、朱星林申请宣告张宝（张继兰）失踪一
案。经查：朱瑶瑶、朱星林之父朱甸满于 2008年 12月意外去
世，而后朱瑶瑶、朱星林之母张宝（张继兰）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张
宝（张继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
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张宝 （张继兰） 失踪。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同齐申请宣告宋海燕失踪一案，经查：宋海燕，

女，1977年7月16日生，汉族，农民，原籍山东省乐陵市孔镇镇街
南宋村，身份证号码：372402770716452。于2004年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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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宋海燕失踪。 [山东]乐陵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檀申请宣告孟祥苗失踪一案，经查：孟祥苗于
2011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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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希望孟祥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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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孟祥苗
失踪。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建涛申请宣告单宝秀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单宝秀，女，198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
地山东省费县薛庄镇胜良村 678号，于 2008年 5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单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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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鞠传芳与被申请人刘自玲申请宣告公民失
踪一案，经查：刘自玲，女，1985年 4月 7日出生，汉族，农
村 居 民 ， 山 东 省 费 县 梁 邱 镇 季 作 村 人 ， 身 份 证 号 ：
371325198504072321，于 2008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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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月。希望刘自玲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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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刘自玲失踪。 [山东]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胡建文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胡建文于2011年5月19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
不明已满 3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胡建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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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何丽萍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周小林死亡一
案，经查：周小林、男、1969年 8月 1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2619690814663X，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青
江 1组 14号。在 2012年 5月 15日 5时许周小林驾驶川AP577K
号轿车，从石棉向泸定方向行驶，行驶至省道 211线 42KM＋
100M （两河口） 路段，于 5月 15日 5时 54分连人带车失踪于
大渡河中。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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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钱凌燕申请宣告钱碗寇死亡一案，经查：钱碗
寇 ， 男 ， 1949 年 5 月 4 日 出 生 ， 汉 族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519490504001X，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钱家
白场 017号 201室，于 2008年 2月 18日起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钱碗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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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茅其根申请宣告茅信江死亡一案，经查：茅信
江，男，197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户籍地浙江
省诸暨市东和乡上梧岗村王家山 50号，于 1989年 10月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茅信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枫桥法庭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根宝申请宣告陈革新死亡一案，经查：陈革
新 ， 男 ， 汉 族 ， 1965 年 2 月 2 日 生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20196502020314，住江苏省常熟市虞山林场三峰管理区陈

家坞5号，于1990年7月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革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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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雅琴申请宣告纪文娟死亡一案，案号 （2013）
金口民特字第1号，于2013年6月14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一年。现已届满，纪文娟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
于2014年6月17日依法作出2013金口民特字第1号判决书，宣
告纪文娟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月波、邓剑波申请宣告付晓婉失踪一案，于

2014年3月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6
月24日作出会民特字第1号判决书，宣告付晓婉失踪。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云南]会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群清申请宣告朱涛失踪一案，于2014年
2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4年5月16日作
出 （2014） 朝民特字第 07378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朱涛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传芝申请宣告蒋纪斌死亡一案，于2013年6月
2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6月 21日依
法作出 （2013） 长民特字第 00008 号判决书，宣告蒋纪斌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声武申请赵宗智死亡一案，于2013年5月24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赵宗智仍下落不明，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4年5月27日依法作出（2013）七
民特字第 4000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赵宗智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庆红申请宣告班允成死亡一案，于2014年3月
1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6月 19日依
法作出 （2014） 大海特字第 50号民事判决，宣告班允成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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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
6月 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6月 23日
依法作出 （2013） 阿左民特字第 1号判决书，宣告陈祥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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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莞 7月 1日电 今天上
午，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召开
涉毒案件宣判大会。5宗案件的 9名
被告人因分别犯有贩卖毒品罪、非法
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
十个月不等。其中曾某与女友吴某因
在出租屋藏有毒品一起锒铛入狱，曾
某获刑九年，吴某则获刑八年零九个
月。听到宣判结果后，这对情侣均泪
洒法庭。

现年 27 岁的广东省电白县男子
曾某与 34 岁的湖南女子吴某共同租
住在东莞市大朗镇某小区一套商品房
内。2013 年 12 月 14 日凌晨 2 时许，
公安机关接举报后，在该房内抓获
曾、吴二人，当场搜出疑似毒品一批
以及电子秤、胶盒、吸管等工具。经
检验，上述疑似毒品中，70.3克含甲
基苯丙胺成分，37.43 克含二亚甲基
双氧安非他明和氯胺酮成分，105.12

克含氯胺酮成分，121.2克含咖啡因
成分，1531.4克含芬纳西泮成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曾共同非
法持有毒品，均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
罪，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分别判处吴某
有期徒刑八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判处曾某有期徒刑九年，并处
罚金1万元。

听到宣判结果后，曾某及其女友
吴某均默默流泪，曾某一度站立不
稳，身后的法警及时将其扶住。

庭后接受采访时，曾某称，他是
去年开始吸毒的，朋友带他过去，他
觉得好奇就跟着吸毒了。曾某双目流
泪称，“我没想到，吸毒开始了就停
不下来，后果会这么严重。”他自称
总共买毒品两次，至今老家的父母还
不知道他的情况。而女友吴某在旁边
低头掩面，一直抽泣不能自已。

（黄彩华）

本报讯 （记者 禹爱民 通讯员
陈代辉 周春梅） 6月26日，湖南省安
乡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1670 万元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作出一审
宣判，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
处喻某、章某等8名被告人一年至三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至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至10万元。

被告人喻某原系浙江省余姚市泰夫
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经营不善，
将公司转卖。为继续销售剩余产品，
2011 年底，喻某联系被告人章某帮忙
销售产品，章某将被告人郭某介绍给喻
某，三人在互联网上建立“志联三农网
站”，利用网络发展会员的方式销售产
品，以每个会员交纳636元的会费作为
入会条件，按照会员推荐下线的人数配
发推荐奖、对碰奖等作为会员计酬方
式。因效果欠佳，2012年 3月，喻某、
章某、郭某三人商定以某农庄有限公司
的网络平台为基础，在网上设立普通店
铺 （600元）、旺铺店铺 （2400元）、皇
冠店铺 （9600 元）、钻石店铺 （19200
元）四个层级，会员通过购买店铺获得
加入资格，“志联网”作为网络最顶层。

自 2012 年 4 月 13 日至同年 11 月
“志联网”运行至被取缔期间，喻某等
人利用“志联网”发展吸纳会员 53 层
7557人。经鉴定，泰夫昌公司2012年4
月至 10月期间，收入金额为 1669万余
元。所有资金均由喻某支配。章某位于

“志联网”实点最高位，获得点位奖金
12 万余元。被告人郭某和被告人梁某
两人共同管理两个会员编号，共获利
40万余元，其余5名被告人均从中获利
10余万元。

会员7557人 涉案1669万元

安乡审理特大网络传销案

出租屋内藏毒获重刑 情侣庭上齐洒泪

东莞集中宣判5宗9人涉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