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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宣判“出售出入境证件第一案”
七名被告人中有五人分别被处以八年至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刑

本报南京 9 月 24 日电 今天上
午，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出售出入境
证件大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宣判，孙海刚、欧文等
七名被告人中有五人被判处实刑，另
有二人被处以缓刑，其中该起大案的
始作俑者孙海刚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并处罚金 6 万元。该案系由公安

部督办，并被公安部认定为同类犯罪中
的“国内第一案”
。
法院查明，2010 年上半年，时年
34 岁的本案第一被告人孙海刚，得知
孩子的外籍家教居留签证即将到期，欲
挽留外籍家教的他便四处打探，寻找帮
助对方延签的途径，后来孙海刚不仅设
法帮助对方办成了在中国的居留延期签
证，而且还从中发现了商机，找到了代
办该类证件的不法路径。从这年 10 月
起，孙海刚在南京西祠胡同等社交网
站上打起了“南京外国人签证服务中
心”的旗号并发布广告，根据国家和地
区的不同明码标价，为在境内的外国人
提供有偿代办居留或延期居留等签证。

广告发布后，找上门来的外国人不在少
数，初尝牟利甜头后，孙海刚为将业务
做大，通过网络相继结识了桂林某民办
海外教育集团老板欧文、昆明某语言培
训学校老师赵茜、北京某国际咨询公司
员工范洁、杭州某教育咨询公司负责人
屠芳等人，这些人有的具备合法办学条
件，可接受外国人入学且有办理居留签
证的便利，有的则需要帮助外国人办理
居留或延期居留签证等业务。这些人经
与孙海刚达成合作协议后，在之后的近
3 年时间内，孙海刚将接到的大量“业
务”交给具备办证便利条件的被告人欧
文、赵茜等人，欧文、赵茜从孙海刚处
接单后，虚构事实、出具虚假证明材

料，蒙骗出入境办证机关，如愿以偿地
为孙海刚办妥证件，并共同从中牟利。
截至 2013 年 7 月七名被告人归案时
止 ， 孙 海 刚 共 向 外 国 人 出 售 签 证 15
本，被告人欧文、欧正科出售 9 本，范
洁、赵茜各出售 4 本，屠芳出售 3 本，
黄培出售 2 本。而每出售一本 3 个月的
F 类 居 留 签 证 ， 起 步 价 至 少 3500 元 ，
若是 6 个月的则要 8000 元一本。以上
被法庭认定的数额，均由公安机关找
到相关办理签证的外籍人员，从而将证
据锁定。而被公安机关查获办证复印件
及电子文档证据，但却无法联系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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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员，锁不定刑法认定标准证据
的，数额更是惊人。以被告人欧文为
例，他在稳定的供述中承认，他自结识
孙海刚后，保持每周为孙海刚提供的外
籍人员信息，办理两件居留或延期居留
签证，两年多来共办理签证 150 余件，
净获利 52 万余元。欧文从孙海刚处接
单的办理签证手段，则是一以贯之地虚
构事实、伪造证明材料，骗过办证机
关。
在今天的宣判中，法院依据查明的
事实，认定七名被告人犯出售出入境证
件罪，系共同犯罪。法院综合考量七名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情节严重
程度、自首情节等相关因素，判决被告
人孙海刚有期徒刑八年、欧文有期徒刑
六年、赵茜有期徒刑二年、范洁有期徒
刑一年零四个月、黄培有期徒刑一年零
三个月。另二名被告人屠芳、欧正科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三年，并均适用缓
刑。
（李自庆 张 伟）

■法官说法■

违规代外国人办理居留签证隐患大
该案主审法官谷平在接受采访时
说：过去司法机关遇到的此类案件，
多是违法犯罪人员通过不法手段，向
中国人出售外国签证，而此案的情况
则完全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不少外国人想着法子来到中国，
并希望一再延长居留期，或打工挣
钱、或经商获取利益。孙海刚、欧文
等人正是看到这种商机，才动起为入

境外国人办理居留及延期居留签证，并
以此牟利的念头。
谷平还说，此案暴露出的问题在
于，欧文等人从孙海刚手中接单后，虚
构事实、伪造证明材料，以外国人到自
己旗下的学校接受学习、培训为由，通
过合法途径为这些外国人办理签证及居
留延期签证，而事实上这些外国人并不
在欧文的学校学习、居留。这给职能部

门对在境内外籍人员的管理带来相当大
的挑战。从本案审理发现的情况看，许
多外国人不经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居留或
延期居留签证，而私下找人花高价办
理，是因为这些人经公安机关根本办不
了签证。而经孙海刚、欧文等利益链上
人员办理的外国人居留或延期居留签证
人员中，有的已暴露出安全隐患，教训
深刻！
李自庆 摄

图为宣判现场。

黑客入侵他人网银盗取 321 万元
被告人“零口供”
被判刑十四年零六个月
本报讯 黑客王某利用木马程序
入侵他人网银，从近百名受害者处共
盗取 321 万元，9 月 23 日上午，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网上盗窃案
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
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这名
2009 年曾攻击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系
统的黑客，也因此再度落入法网。
1989 年 出 生 的 王 某 ， 系 山 东
人，中专文化，为无业人员。2009
年 7 月 18 日，王某和周某通过木马病
毒软件操纵 5000 多台电脑，攻击上
海私车额度服务网站的服务器，致使

本报讯 因夜间视线模糊，市民
丛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回家时，不慎撞
在非机动车道内的一根电线杆上。随
后，丛某将电线杆的实际使用人、管理
人江苏省如皋市广电公司告上了法
庭。
近日，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对
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一审判
决，丛某未尽注意义务自身担责三成，
被告如皋市广电公司作为电线杆的实
际使用人和管理人疏于管理，应担责
七成，共计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
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合计 22594 元。
2012 年 6 月 26 日 22 时 10 分 左
右，丛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回家途中不
慎碰撞非机动车道内的电线杆后发生
摔倒，导致右额叶血肿、颜面部多发骨
折等。
因无法查清电动自行车撞击电线
杆倒地原因，如皋市公安交巡警部门
在现场勘验后，出具了交通事故证明。

送达执行文书

服务器无法正常运行，私车额度拍卖活
动被迫取消。王某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2010
年 10 月刑满释放。
然而，王某重回社会后，并没有改
过 自 新 。 2012 年 11 月 至 2013 年 1 月
间，王某租借虚拟专用服务器和虚拟专
用网络后，通过公用网络将木马程序从
网络后台植入被害人电脑，当被害人使
用该电脑进行网上支付时，木马程序自
动运行，篡改收款方、收款金额，将被
害人李某等 98 人的网银中人民币共计
321 万元转入一游戏平台为其所控制的
游戏账户充值点卡、虚拟金币等。

事后，王某将上述充值点卡等卖给
他人套现，并将套现所得款在中国联通
官网购买联通充值卡后再出售给他人，
又将销赃得款在泰国通过他人换成泰
铢。
2013 年 1 月 14 日，公安机关从泰
国将王某抓获归案。
在法庭上，王某辩称，公诉机关指
控其实施网络盗窃所用的支付宝、淘
宝、QQ 等都不是其本人的；IP 轨迹比
对方法不科学，IP 轨迹即便相同也并
非一人所用，本案没有木马源码和传播
过程，没有证据确认木马程序是其所投
放使用等等。王某当庭否认自己实施了

本案的盗窃犯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

■法律释明■
所谓“零口供”，不是没有口供，
而是没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其实
施或参与实施犯罪行为的口供，通常包
括两种情形：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根本否认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二是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只供述自己的行为，

非机动车道有电线杆 夜间驾驶电动车撞伤

广电公司疏于管理被判担责七成
该证明确认：事故现场位于非机动车道
内，道内无路灯照明，非机动车道宽 5.5
米，为沥青路面，
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一电
线杆距东侧绿化带边缘 3.6 米，电线杆东
北侧有丛某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辆。
后经调查，如皋市广电公司系该电
线杆的实际使用人和管理人，因其在扩
路后未及时将该电线杆移位，导致该电
线杆占据非机动车道。多次索赔无果
后，丛某一纸诉状将如皋市广电公司告
上了法院。
如皋市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原告丛某

驾驶电动自行车碰撞架设在非机动车道
上的电线杆发生事故，
造成原告受伤。
鉴
于此，
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过错分担其损失。本

案中，
公安机关对事故所作证明，
本院予
以确认。
关于责任承担，原告是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驾驶电动车通过该路段

■连线法官■

施工结束后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该案承办法官
宗卫明介绍，本案中，所涉人身损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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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因丛某驾驶电动车行驶过程中，与
非机动车道内的一根电线杆相撞而引
起，如果不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
造成或由第三人造成的，广电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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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高新区劳仲案字[2014]第 172 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4）南执字第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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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福建九牧林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福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其作出的榕人社监罚[2013]7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一案，已审查完毕。因你系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4）晋执审字第 43 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程元初、于俊英、庞睿、庞智、庞慧：本院受理利害关系人箕
手科子与申请执行人程元初、被执行人于俊英、庞睿、庞智、庞慧
执行异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异议书和听证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9 法庭举行听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文方：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东宝执字第
0023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潘梦军、梅贵仁：本院立案执行的宛必胜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鄂黄梅执字第

王某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而王某当庭辩称其没有实施
盗窃犯罪的相关意见，相关证据经庭审
质证足以认定其犯罪事实，故王某的当
庭辩解，不符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和相
关法律规定，法院不予采信。鉴于王某
已着手实施犯罪，部分犯罪因意志以外
的原因而未得逞，这部分犯罪系犯罪未
遂，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富心振）
但否认其主观上对所实施的是犯罪性质
的行为具有明知。
对“零口供”定罪的诉讼证据，一是
要求据以定罪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
证据
之间、
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以合
理排除，
且根据已认定的证据对案件作出
的判定结论具有唯一性；
二是案件的每一
节事实都需要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和
固定，
没有证据的事实不能认定。

时，未能主动避让障碍物，未尽注意义
务，应承担次要责任，酌定自身担责三
成。被告广电公司作为电线杆的实际使
用人和管理人，在扩路后未及时将该电
线杆移位，致使该电线杆占据非机动车
道，造成原告夜间行经该路段时碰撞电
线杆受伤，明显疏于管理，应承担主要
责任，酌定担责七成。据此，法院作出
上述一审判决。
（古 林 宗爱萍）
该电线杆的实际使用人和管理人应当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根据过错责任
原则，受害人丛某驾驶电动车也负有必
要的安全注意义务。
宗卫明提醒，骑车人在夜间行驶时
应减速慢行，在路过有障碍物的路面时
要小心谨慎；施工单位在道路进行施工
时要设置警示标志，让骑车人能够合理
避让，施工结束后要及时排除各类安全
隐患。

00352 号执行通知书、
（2014）鄂黄梅执字第 00352 号执行裁定
书，查封你们位于黄梅县黄梅镇明珠花园 8 栋 2 单元 601 室房
屋一套。责令你们在收到本通知之日履行（2013）鄂黄梅民初字
第 0154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黄梅县人民法院
李金书、王玉成、郑晓占：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满洲里市人
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4）满行非执字第 2、3、7 号行政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
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段俊青：本院受理西乌旗白音华能源化公园区博日都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段俊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西乌旗白音
华能源化公园区博日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3）西民
初字第 412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西法执字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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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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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
郑小平、李俊林：关于我院执行的高双泉申请执行林俊林、
郑小平合同纠纷一案中，现由于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以下文书：一、
（2014）东执字第 171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拍卖被执行人郑小平所有的位于东胜区杭锦南路 9 号街坊 1 号
楼 3 单元 505 室（房产证号为 33288 号）房产一处；二、内宏房
估（2014）第 0151 号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关于郑小平位于东
胜区杭锦南路 9 号街坊 1 号楼 3 单元 505 室房产一处价格评估
报告。请在公告送达六十日内，来我院领取上述拍卖裁定书及
该房屋的价格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龙斌昌、李雯：本院受理董明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
行依据为本院（2013）城民初字第 246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
委托青岛广信达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龙斌昌所
有的座落于青岛市城阳区 204 国道 188 号 2 号楼 3 单元 202 户房
产一处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711984 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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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断食四天死亡
家属索赔四十一万
本报北京 9 月 24 日讯 六旬男
子何某身患心脏病，听闻李某在家开
的佛教道场有身患疾病的人诵经念
佛，在村民的介绍下与妻子一起前往
李某家中。在道场断食诵经第四天，
何某死亡。何某的家人将李某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 41 万余元。
今天上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何某的妻子
高某及其两个子女作为原告出庭，被
告李某的儿子作为其代理人出庭。
原告在起诉书中称，何某于今年
3 月份被医院确诊为心脏病，通过同
村村民介绍知道被告李某在家开佛教
道场治疗各种疾病。于是 2014 年 5 月
6 日，何某在妻子的陪同下与介绍人
雷某一起去被告家里治病。何某说明
病情后，被告李某说：病可以治好，
但得断食诵经，消灾祛病。直到第四
天，原告被通知何某已经死亡。后原
告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给双方做
了笔录。
原告认为被告无任何行医资格，
却非法留治患有心脏病的病人何某，
并要求其断食常达 4 天之久，导致何
某死在被告家中，被告对何某死亡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承担法律责任。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直就何
某是否自愿断食诵经展开激烈争论。
被告在质证阶段出示了一份由何
某书写的遗嘱，遗嘱中，何某表示自
己看开生死，生死都和被告无关。除
了书证，被告方的四位证人也依次出
庭，这四人均称“去被告的道场是自
愿的，生则弘扬佛法，死则往生极
乐”
。其中有人称自己断食将近 8 天。
鉴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此案未
当庭宣判，宣判日期另定。
（李 倩）

编造“诈弹”引恐慌
一被告人获刑三年
本报徐州 9 月 24 日电 今天上
午，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
一起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进行了公开
审理，被告人邱某被当庭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当地人大代表、社会群众近
百人旁听了案件庭审。
今年 4 月 25 日 17 时许，家住徐
州市鼓楼区堤东村的邱某，酒后通
过手机拨打北京市公安局 110 电话声
称在北京火车站广场放置两枚炸
弹。随后，邱某又拨打南京市公安
局 110 电话，扬言知道有人在南京火
车站放置两枚炸弹，南京警方后向其
追问炸弹放置情况，邱某拒绝。随后
南京警方调动大批警力在南京火车
站、南京火车站南站、南京江宁站进
行全面搜爆排查，直至 4 月 26 日凌晨
2 点徐州警方将邱某在其住处抓获后
排查结束。
法院认为，被告人邱某编造虚假
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构成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应追究刑事责
任。被告人邱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良
好，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邱某表示
不上诉。
据 了 解 ， 今 年 30 岁 的 邱 某 于
2011 年开始做类似的事情：邱某供
述，其性格易走极端，在打电话时没
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导致自己一
而再再而三犯错，希望法院能够给他
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王 娟 杨亚琼）

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青岛明龙木业有限公司、刘俊龙：关于你方与胶州市永信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已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青岛市东部土地房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青岛青房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你们所有的位于
胶州市里岔镇大朱戈村工业园的房产（房产证号：胶私转字
50918 号）、土地（证号：胶国用 2013 字第 18-2 号）、
（房产证号：胶
私转字 85085 号）、土地（证号：胶国用 2011 字第 18-10 号）评估
完毕，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评估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评估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评估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
[山东]胶州市人民法院
新绛县华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新绛县亨意塑
制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2）新执字第 20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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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绛县人民法院
李云贵：本院执行的刘义国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 904 号执行
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 261 号民事判决确
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刘义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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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成都好一洲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与四川瑞信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执行裁定。因你公司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裁字第 3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代洋洋：本院受理邹道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邹
道龙申请执行（2013）新都民初字第 217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
法对被执行人财产作出处置，并作出执行裁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4）新都执字第 400-1 号执行裁定。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