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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揭秘”报道引发名誉权诉讼

奇虎诉《每日经济新闻》侵权案一审获赔150万

■法官说法■

村民申请信息公开
镇政府未回复败诉

本报上海 9 月 19 日电 去年年
初，《每日经济新闻》及每经网（www.
nbd.com.cn） 大篇幅刊登了涉及 360 系
列软件的负面报道，在互联网界和社会
公众中引起不小轰动。360软件的著作
权方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将《每日
经济新闻》的出版方每日经济新闻报社
有限公司和每经网的主办单位上海经闻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告上法院。 今天，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两被告停售刊登涉案报道的当日报
纸，删除网站链接；赔偿原告北京奇虎
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人民币
150 万元；在 《每日经济新闻》、每经
网、新浪网、搜狐网、中青在线等报纸
和网站刊登道歉声明。

系列报道引发名誉权诉讼

去年 2 月 26 日 ，《每 日 经 济 新
闻》 第 1 至 5 版发布了以 《360 黑匣子
之谜——奇虎 360“癌”性基因大揭
秘》为主题的系列报道，该报道分为技
术篇与商业篇两大部分。其中，技术篇
包括了《360：互联网的癌细胞》、《360
产品内藏黑匣子：工蜂般盗取个人隐私
信息》、《360 后门秘道：“上帝之手”，
抑或“恶魔之手”？》等3篇专题报道；

商业篇则由《360：互联网的“一枝黄
花”》、《360生意经：圈地运动与癌性
扩张》、《360制胜“秘籍”：神秘的V3
升级机制》、《360 产品频遭卸载令背
后：个人隐私自卫意识在觉醒》等4篇
专题报道组成。

就在上述报道刊出3个月后，徐汇
法院收到“360安全卫士”软件的著作
权人、360安全中心网的主办单位奇虎
公司以及 “360 安全浏览器”软件的
著作权人奇智公司提交的诉状。

两原告诉称，该专题报道在未采访
原告的情况下，以匿名记者引述匿名人
士和原告竞争对手言论的方式，用大量
篇幅污蔑原告旗下多个产品的安全性，
且文中所谓的调查没有任何权威技术认
证，也没有任何相关证据，甚至认为

“360 正是网络社会的毒瘤。此瘤不
除，不仅中国互联网社会永无安宁之
日，整个中国都永无安宁之日”。涉案
报道发表后引起各大网站转载，在网络
上广泛传播，极大损害了原告公司良好
的商业信誉和企业形象以及相关产品的
美誉度，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原
告认为，涉案报道不仅把安全软件的正
常技术功能进行抹黑，而且存在大量侮
辱丑化原告的语言，侵权的主观恶意明
显。因此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
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两原告经济损
失5000万元。

对此，两被告答辩认为，涉案报道
是依法履行媒体监督职能而采编的质
疑、批评性报道，并未超出媒体监督的
合理限度。涉案的360系列软件，拥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公众对该系列软件
在功能上是否存在缺陷及安全性问题具

有知情权。涉案报道的内容，关于技术
层面的问题除了领域内专家和学者提供
的信息、证据外，在公开的媒体报道和
网络信息上亦能找到。根据名誉权侵权
基本原理，占有社会公共资源越多的主
体，其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享有
的私人领域就越小。原告作为行业内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理应以更大的
容忍度来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其产品
及经营行为的监督和批评。涉案报道客
观上影响面不大，且报道后360相关软
件的装机数量及原告公司的股票价格走
势均无明显变化，故原告提出的损失缺
乏客观依据。

法庭归纳双方争议焦点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法庭提供了近
百份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被告对
此也发表了相应的质证意见。合议庭在
听取了双方观点后，将双方争议焦点作
了归纳，主要为：涉案报道是否存在使
用侮辱性语言、严重失实的内容、诋毁
原告、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原告主张的
5000 万元损失是否有事实依据；原告
关于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主
张是否合适等几个方面。

判决认定侵权事实成立

法院经审理认为，纵观涉案报道，
无论是大、小标题还是“癌性基因”、

“肆无忌惮地破坏”、“‘一枝黄花’式
地疯狂成长”、“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掩
盖其恶行”、“一对并蒂的‘恶之花’”
等语句，均明显超出了新闻媒体在从事

正常的批评性报道时应把握的限度。涉
案报道多处引用匿名网络人士及360竞
争对手的观点、评论，却对奇虎公司曾
就相关软件安全性问题所作的说明以及
生效判决的相关认定只字不提，并在此
基础上发布带有明显倾向性、定论性的
评述。即使不考虑上述评论所依据的内
容是否真实，该些评论也有违新闻媒体
在从事舆论监督时应有的客观中立立
场，这些言论必然对两原告的商业信誉
和产品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关于360软件的技术问题。根据两
被告的辩称意见，涉案报道中涉及360
软件技术问题的事实依据主要来源于独
立调查员的现场演示和有关实验室的检
测报告，但独立调查员系网络化名人
士，目前身份不明，相关实验室为民间
组织，无从事软件检测的法定资质，故
涉案报道的事实来源缺乏权威性。反观
原告提供的证据，涉案360相关软件的
安全性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安全
测评认证中心、公安部计算机病毒防治
产品检验中心、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信息
安全测评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等专
业机构的认证，与被告提供的证据相比
更具权威性。即使如被告所述上述认证
并非针对涉案报道指称问题，但原告对
被告所称“360 安全卫士”、“360 安全
浏览器”存在的技术现象均给出了相应
的解释，以目前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尚
不足以形成定论。在此情况下，涉案报
道却以举例、比喻、“业内专家”观点
引述等方式以小证大，夸大、强化了上
述技术现象，恶意引导原告消费群体在
没有官方权威部门对上述夸大事实予以

确认的前提下，误信被告报道内容，
臆想出严重的隐私受侵后果，从而对
两原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声誉造成不
良影响。

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原告提供了
北京某资产评估公司所作的《“奇虎
360”品牌价值损失评估报告书》予
以佐证。但法院认为，评估结论所依
据的主要原始数据均由原告单方提
供，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尚缺乏其他来
源证据予以佐证。该份报告书确认

“奇虎 360”品牌受损的主要依据为
受涉案报道影响、360软件的卸载量
明显增多，导致 2013 年第一季度的
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长率明显下降。
但软件卸载量由原告自行统计，是
否真实客观无法考证，且原告旗下
软件均为免费向公众提供，软件的
卸载量与营业收入之间不存在直接
联系，而该份报告书中对营业收入
的主要来源即网络服务的具体内容
以及软件卸载量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等方面未予陈述和分析。因此，法
院无法根据该份报告书所提供的评
估结论认定原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
额。在综合“奇虎360”商标及原告
企业的市场价值；被告侵权行为致使
360系列软件的评价降低，由此导致
用户卸载带来的原告推广费用的损
失，360安全中心网的流量减少，广
告收入的减少，原告的品牌和企业声
誉受损；涉案报道的传播范围；被告
侵权的主观恶意明显等因素后，法院
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
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
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原告要求停
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均属于
法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法院应予
支持。

（吴艳燕）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员 李丹旦 龚 静）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
起因飞行员跳槽引起的劳动争议
系列上诉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二审判决，要求6名飞行
员向东方航空公司浙江分公司
（以下简称东航公司） 支付 72.3
万元至 182 万元不等的补偿费；
东航公司则为6人办理劳动人事
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飞行员吴某等6人因受其他
航空公司高薪聘请，在合同约定的
必须服务期尚未到的情况下，欲与
现就职的东航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同时要求该公司为其出具安
保评价并办理技术档案、健康档案
的转移暂存手续以及人事档案、社
保关系的转移手续。

东航公司则表示，吴某等6
人应先行支付航校培训费、工作
期间的各项培训费以及飞行资格
养成费等费用，而后才可解除劳
动合同。案件诉请总金额高达
3000多万元。

经了解，吴某等6人都是由
东航公司出资培训并定向招录的
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后即进入该
公司工作，其中 5 人已是机长。
当初，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并约定了必须服务期的
起止期限，按照约定，吴某等人
若在必须服务期内单方提前解除
劳动合同，应支付违约金。

最终，经公开开庭审理，宁
波中院依照劳动合同法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施洪波 杨思思） 利用电信公司
管理漏洞，盗卖欠费闲置手机特别号
获巨款，能否以盗窃罪定罪量刑？近
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熊
某涉嫌犯盗窃罪一案，一审以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分别判处
唐某、熊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和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缓刑二
年，并分别处罚金3000元、1000元。

法院查明，唐某原系一科技公司
电信事业部副总经理，该公司属电信
公司二级代理，可进入电信公司内部

网络开展业务活动等。2012 年 5 月，
唐某在清理欠费号码时发现，有 5 个
后 6 位数字特别的电信手机号码已欠
费两年且无实名登记及通话记录，其
遂产生窃取号码获利的念头。之后，
唐某找到已辞职的一原下属员工，谎
称要用其工号查询电信业务，骗取其
尚未注销的工号、密码及验证码。随
后唐某在当月多次用上述未注销工号
进入当地电信公司相关系统，采用修
改系统信息的方式，将上述 5 个手机
号码过户到他人名下，之后又转入其
他人名下并销售，从二买受人处收取
现金40400元及两台电信版iPhone4s手

机（价值8600元）。
当年 7 月，唐某辞职后，遂与电

信公司某城区分公司的熊某商议，熊
某利用其下属工号采用上述方法，获
取尾号“777777”的手机号后交由唐
某，熊某从唐某处得到 4 万元报酬。
之后，唐某准备以 10 万元出卖该号
码，但电信公司在系统清理时发现异
常，致使该手机号交易未成功，熊某
退还唐某3.5万元。

当年 11 月，唐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之后熊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认为，手机号码是电信或者
网络通讯中对持有者身份信息的验

证，其本身仅仅是掌控电信或者网
络通讯的所属公司利用计算机系统
程序而组合出来的一个数据代码，
对于手机号码的价值只在与他人建
立一种需求合同关系之后才能体现
出来，之前其只是财产所有权中的
一种收益权。而盗窃罪是行为人占
有公私财物完整的财产所有权，而
非部分财产所有权。因此，唐某单
独或伙同熊某违反国家规定，采取
骗取单位员工号权限的方式，非法
侵入中国电信的内部计算机网络信
息系统，获取未销售的特殊手机号
码信息并将其出售，从中牟利，情
节特别严重，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并综合考虑二人归案后悔罪、自首
等情节，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在法定期间二被告人
未提出上诉，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盗卖电信手机吉祥号是否构成盗窃罪
法院一审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罚

武侯法院承办此案的审判长罗莉
解释说，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此罪的构
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侵害了他人对财
物的控制占有，而且占有具有排他
性，即 A 占有了这一财产 B 就无法支
配这一财产。换言之，如果被侵害的
财物 （有体无体不论） 尚处于原所有
人控制占有之下，就不能认定为已经
满足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而手机号码是通讯运营商与客户
之间建立服务的一种数据代码，运
营商在这种服务关系之中以获取电

信 资 费 为 自 己 的 唯 一 目 的 。 该 案
中 ， 唐 某 侵 入 运 营 公 司 的 系 统 中 ，
虽已将手机吉祥号转卖，而实际上
这些吉祥号仍然处于通讯运营公司
的控制和占有之下，这从运营公司
发现吉祥号流失后立即停机即可以
看出这种控制占有关系并未随着号
码的转卖而灭失。

此外，即使这些吉祥号被转卖之
后，持有人要使用这些号码也只能与
运营商建立服务关系，运营商的通讯
资费实际上并未遭受损失。那么运营
商在该案中的损失，也即对这些吉祥
号额外附加的文化价值的权利受到了
侵害，更应当是一种所有权之下的收
益权能的体现，而盗窃罪保护的应当

是公私财产权利的一种不可分割的
全部权能。

结合到本案，二被告人的行为
不仅侵害了公私财物财产所有权中
的财产收益权，同时为获得巨额利
益，利用他人权限，违背计算机信
息系统所有人意愿进入其无权进入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计算机
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破坏了计
算机信息系统运行、信息的安全，
其行为特征更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特征，应当认定
为此罪为宜，也更符合刑法的罪刑
相适应原则。

未满足盗窃罪构成要件

飞行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判令支付巨额违约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0日（总第6104期）

本院受理陈再亮申请宣告冯伟果失踪一案，经查：冯伟果，
女，1982年 3月 28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湖西路 151
号11幢2单元16-2，公民身份号码：42028119820328422。被申请
人冯伟果自 2012年 8月 3日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冯伟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987）。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易英波申请宣告刘世荣死亡一案，经查：刘世荣，
男，1962 年 5 月 13 日出生，身份号码 512301196205138831，汉
族，茂港 688 号货船水手，住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八卦村 5 组
91 号，于 2014 年 3月 1日 15 时许，在重庆市南岸区峡口镇水域
作业时不慎落水，经搜寻未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望刘世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三个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慧与被申请人唐国琴宣告失踪纠纷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唐国琴，女，1963年7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
石阡县人，石阡县气象局职工，住石阡县汤山镇河西街7，身份证
号码 52222419630728008X，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请人唐国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被
申请人唐国琴失踪。 [贵州]石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郎淑珍宣告杨明义死亡一案，经查：杨明
义，身份证号码 230103194008022817，男，回族，1940年 8月 2日
生，于2004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杨明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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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桂波申请宣告王峰死亡一案，经查：王峰，男，

1964年6月6日出生，汉族，职员，原住尚志市尚志镇兴旺委七组
120号，于2005年4月离家出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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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新红申请宣告任大广失踪一案，经查：任大广，

男，1977年 2月 7日出生，汉族，农民，原住河北省大名县营镇乡
黄庄村，于2012年7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任大广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河北]大名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进全申请宣告朱月玲死亡一案，经查：朱月玲，
女，汉族，1970年11月12日出生，原住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崇
召村474号。自2009年3月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朱月玲本人或知其下落者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成文超申请宣告关明立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关明立，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河南省孟州市河雍
办关耿唐村5组。身份证号：410826197209050531。关明立于2000
年9月出走，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关明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孟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权桂花申请宣告张宪德（曾用名张宪法）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张宪德，男，1954年 12月 9日出生，汉族，住
所 ：河 南 省 孟 州 市 槐 树 乡 政 府 院 一 号 ，身 份 证 号 ：
410826195412095517。张宪德于2003年10月出走，经家人多方寻
找仍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关明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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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成根申请宣告任新美失踪一案，经查：任新美，
女，1988年 11月 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白河镇枣林村二组，于2011年10月份离家外出，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任新美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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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宣告任新美失踪。 [河南]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河南金马劳务合作有限公司申请宣告杜占玲死亡
一案，经查杜占玲住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李楼村南杜庄124号，
2014年2月22日，当地时间23时，在台湾鸿瑜渔业公司鸿佑122
船作业时，因浪大站立不稳不慎落海，经72小时全力搜救无果，
杜占玲至今下落不明，经所在公司和本人所在村委会、派出所证
明，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杜

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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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学良申请宣告朱杰兵失踪一案，经查朱杰兵，
男，198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谷城县人，住湖北省三
官殿办事处马湾村四组，公民身份号码：420625198311136971，
于 2009年 10月起下落不明，先发出寻人公告，希朱杰兵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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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嘉乐、周嘉慧申请罗新兰失踪一案，经查：罗新
兰，女，1989年 10月 20日生，汉族，耒阳市人，农民，住耒阳市仁
义乡十里村1组，于2012年5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罗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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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汤浩申请宣告汤玉金死亡一案，经查：汤玉金，男，

1959年 10月 8日出生，汉族，农民，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人，身份证号码：433030195910082214，原住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渠阳镇飞山管委会塘湖村汤家组，于2005年6月18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汤玉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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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玲娣申请宣告周阿弟死亡一案，经查：周阿弟，
男，汉族，1951年7月8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3510708001，
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苏州塘18号，于1997年精神失
常离家出走，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周阿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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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成申请宣告王娇娇失踪一案，经查：王娇
娇，身份证号：220702198706141648。于2010年11月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王

娇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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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盛楠申请宣告盛玉龙失踪一案，经查：盛玉龙，男，
1971年 11月 2日生，身份证号：220821197111021014，汉族，原住
吉林省镇赉县东屏镇前进村盛家围子屯，现住址不详，于2000年
3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盛玉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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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盛玉龙失踪。

[吉林]镇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旭申请宣告王艳宣告失踪一案，经查：王艳，女，

1957年 7月 3日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城墙街道
森工街四委 23组。被申请人王艳于 2008年起，至今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艳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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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淑琴、赵淑英、赵永录、赵永财、赵淑杰、赵淑贤、
赵淑艳申请宣告赵玉堂死亡一案，经查：赵玉堂, 男, 汉族，1931
年 8月 14日出生（身份证号：220603193108142219），于 2010年 2
月1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一年，
希望赵玉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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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赵玉堂死亡。

[吉林]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蒲允凯申请宣告蒲银典死亡一案，经查：蒲银典，

男，汉族，1969年11月27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仙家寨
村1369号乙，身份证号：370221196911274015。2013年10月5日，
蒲银典随“鲁崂渔运60838”号船到海上收购鱼货时落水失踪，经
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蒲银典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业梅申请宣告张茹萍失踪一案，经查：张茹萍，
女，1967年 11月 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碑林区含光街北段 26
号12单元202号。张茹萍于1988年2月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茹萍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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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谢心华申请宣告李笃恭死亡一案，经查：李笃
恭 ，男 ，1939 年 6 月 1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652402193906015710，四川省金堂县人，原住四川省金堂县赵镇
清平街 144号 6单元 702号，于 2010年 7月 23日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笃恭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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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志友申请宣告巴久你生莫死亡一案，经查：巴久
你生莫于 2012年 8月 30日锦屏电站三号营地特大泥石流中失
踪，经亲属寻找无果，至今下落不明，经冕宁县公安局里庄派出
所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
望向巴久你生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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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水泉申请宣告江冬梅死亡一案，经查：江冬梅，
女，1949年 12月 25日出生，汉族，原住杭州市拱墅区阮家桥 6-
41（后变更为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蒋家兜 47 号，现已拆迁）于
1980年左右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
江冬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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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魏世萍、魏世静申请魏世学死亡一案，于2013年7
月 2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7月 29日依
法作出（2013）顺民特字第10号判决书，宣告魏世学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学红申请宣告高平绪死亡一案，于 2013年 7月
2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现已届满，高平绪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4年7月22日依法作出（2013）黄民
特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高平绪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何文兰申请宣告杨东平死亡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

审理，并于 2013年 8月 14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了寻找杨东平的
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一年，现公告期间已届满，杨东平仍下落
不明，本院判决宣告杨东平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黑龙江]伊春市西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雅健申请宣告李艳平失踪一案，于 2014年 6月

1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9月 20日作出
（2014）红民特字第0008号判决书，宣告李艳平失踪。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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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解村里粮田被征用的
补偿标准，邱某向当地镇政府提出信息
公开申请，然而5个月过去仍未得到答
复，于是他将镇政府告上法院。9月16
日，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清流县龙津镇人民政府因未及时回
复村民邱某的信息公开申请被判败诉。

原告邱某系清流县龙津镇桥下村村
民，其位于桥下村黄家排的部分粮田于
2010年被征用于307省道改建。由于长
期外出，邱某对粮田被征用的补偿情况
不甚清楚。2014 年 1 月 15 日，邱某以
邮寄的方式向龙津镇政府提出公开征用
桥下村黄家排粮田补偿费、使用情况等
信息的申请，但迟迟未得到答复。6月
24 日，邱某向清流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确认龙津镇政府不答复其申请
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履行职责。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已向被告提出了
信息公开申请，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十一条之规定，无论原告申请涉及的信
息事项是否属于被告掌握、是否应当由被
告公开，向原告作出答复都是被告应当履
行的法定职责。被告提出已经以口头形
式向原告作出回复，但原告予以否认，被
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回复事实无法
认定。被告对原告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
内予以答复，其行为违法。据此，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对
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书面
答复。 （肖永德 熊中文）

房子卖完再抵偿他人
构成合同诈骗被判刑
本报讯 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欺骗手段把自己本已出
售给他人的六套房子抵偿给债
主，构成合同诈骗。近日，河南
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张某合同诈骗一案，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

2004 年易某等人因财产权
属与被告人张某发生纠纷诉至泌
阳县人民法院，后经法院判决张
某 返 还 原 告 易 某 等 人 房 款
472655.46 元。判决生效后，张
某未自觉履行义务，易某等人申
请法院执行。2008年6月，张某
被泌阳法院执行局采取强制措
施，法院对张某的房屋予以查
封。2008年6月9日，张某在其
朋友王某等人主持下，与易某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中张某将
其已分别卖给焦某等六人的房
屋，抵偿给了易某。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骗手
段将已卖给焦某等六人的住房以
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方法抵偿易
某债务472655.46元 。其行为已
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
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遂依法
作出以上判决。 （陈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