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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
区太仆寺旗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
起盗窃案。被告人李某及其女友
王某因在旅游途中盗窃牧民绵羊
双双获刑。

今年1月，河北省的李某和
女友王某开车到草原自驾游，游
览时发现公路旁草坡上有一大群
牧民散养的绵羊，临时起意，想
抓几只拉回家吃，假借下车拍风
景之机，趁放羊人不注意，将2
只绵羊塞到轿车后备厢偷走。拉
回河北后发现羊肉售价很高，将
羊进行了出售；之后，李某和王
某两次回到草原盗窃了9只绵羊
并进行了销赃；当第四次偷羊时
被牧民发现并报警，公安机关将
其逮捕。

经查，李某和王某先后三次
在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宝日浩
特嘎查共偷羊 11 只，价值 1.64
万元。

庭审中，二被告人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并表示要积极赔偿
被盗牧民的损失，请求法院从轻
判决。

法院审理认定，二被告人的
行为构成盗窃罪，遂以盗窃罪判处
李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判处
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各处罚金1
万元。 （宝 花 乔 伟）

本报梅州11月19日电 一
网民从朋友手里拿到一个网络赌
博网站的代理账号，便用该代理
账号发展下线会员，并接受下线
会员的网络赌博投注，在三个月
内通过该代理账号下注金额高达
364万多元。今天，广东省平远
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被告人黄某娟被平远法院以
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

据了解，今年3月初，黄某
娟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网络
赌博网站的代理账号，随后黄某
娟便利用该代理账号相继开出
15 个会员账号，用于发展下线
会员参与网络赌博投注，除其发
展的下线会员用会员账号投注共
计122万元外，黄某娟本人也用
会员账号投注了66万余元。

案发后，黄某娟作案所使用
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数据虽然已被
删除，但经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
段对笔记本电脑硬盘数据进行恢
复，用其代理账号登录并访问赌
博网站报表网页查询得知，黄某
娟自2014年3月10日至同年6月
11 日期间，其用该代理账号投
注金额合计达364万多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
娟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他
人投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开设赌场罪，应依法惩处。鉴
于被告人黄某娟归案后认罪态度
较好，依法可从轻处罚，其积极
缴纳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根
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
会危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黄义涛 孙高辉）

做赌博网站代理
构成开设赌场罪

情侣出游大草原
顺手牵羊获徒刑

本报郑州11月19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赵 越）曾在上世
纪 90 年代名噪一时，并因非法行医
被判入狱十五年的“神医”胡万林，
出狱后不足三年，再次因同样罪名被

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11 月 19 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胡万林等人非法行医案
依法进行公开宣判，以非法行医罪判处
被告人胡万林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 20 万元；判处被告人吕伟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判处被告
人唐孟君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
元；对被告人贺桂芝免予刑事处罚。
四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云某、李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5889
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胡万林于
2011年12月11日刑满释放后，结识了
被告人吕伟，并授意吕伟在新浪网注册
名为“自然科学”的博客，称胡万林用

“五味疗法”可免除吃药打针等传统医
疗方式，针对糖尿病、高血压、白血
病、艾滋病、心脑血管病、各类癌症
等有特殊效果，对胡万林的养生、治
病方法和效果进行宣传。2013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吕伟与被告人唐孟君、
贺桂芝组织身患不同疾病或痴迷中医
的云某某、黄某等十余人参加“自然
大法培训班”，由胡万林先后在洛阳市
某宾馆和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某宾馆对云
某某等人传授其创造的“五味疗法”和

“吐故纳新疗法”，即饮用由咖啡、白
糖、盐、酱油、陈醋兑水后调成的“五
味汤”，然后大量喝生水，喝到腹胀，
再把喝到腹内的水吐出来，再喝生水、
呕吐，反复进行，就可以把体内的病毒

排出体外。多名学员在饮用“五味汤”后
出现上吐下泻的反应，云某某于8月31
日晚19时许出现严重呕吐、抽搐、昏迷
等症状，胡万林指使吕伟等人采取将泥
土涂抹到云某某身上后浇凉水和向云
某某口中灌其配制的液体等方法进行
医治，学员马某提出拨打 120急救电话
遭到贺桂芝阻止。后云某某因机体脱
水、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和急性呼吸循环

功能障碍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学员
农某也出现昏迷症状，经抢救后脱险。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胡万林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伙同被告
人吕伟、唐孟君、贺桂芝以开办“培训
班”的名义进行非法行医活动，造成他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行医罪，遂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
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实施“五味疗法”致患者死亡

胡万林非法行医再次获刑十五年

胡万林 1949 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
市游仙区石板镇，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先后三次入狱服刑。在第二次服
刑中，胡万林因在狱中为人看病、求医
者甚多而被媒体连续报道。1997年出狱
后，他在多地医院为人看病，被一些追随
者鼓吹为“当代华佗”。实际上，胡当年便
在山西太原的医院里医死患者多人。后
胡转道西安终南山，又开办了“终南山医
院”，期间治死多人，该医院于1998年2
月底被取缔。当年4月，胡又应邀坐镇商

丘卫生局开办的“卫达医院”，再次医
死多名患者。

1998 年 10 月，商丘警方将其拘
押，但却神秘失踪，直到1999年1月9
日，胡万林才在上海被抓获。

2000 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非法行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经
过两次减刑后，胡万林于2011年12月
11 日刑满释放。2013 年，胡万林再次
在一次“培训班”中非法行医致1名肄
业大学生身亡，并被逮捕。

■背景链接■

胡万林其人

图为被告人胡万林（右二）在听候宣判。 赵 越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李 璐 刘方祺）轿车突然变道
超车，迫使正常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
车紧急躲让，两车虽未直接发生碰
撞，但因三轮车转弯过急，却使该车
上乘客被甩出车外受伤。近日，四川
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特殊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认定
轿车司机唐某应负主要责任，担责
70%，三轮车车主、司机郭某及乘客
谢某也均有一定过错，各承担10%的
责任，故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
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乘客
谢某 115195.49 元，轿车司机唐某、
三 轮 车 车 主 、 司 机 郭 某 各 赔 偿
7717.75 元、5130.10 元、5130.10 元，
谢某的其他诉请则被依法驳回。

今年2月7日18时30分许，唐某
驾驶的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向右侧
车道变道超车，迫使在右侧车道正常
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紧急向右躲
让，结果两车虽未直接发生碰撞，但

因三轮车转弯过急，使该车车上乘客被
甩出车外受伤，后经鉴定为七级伤残。
之后，交警部门以无法查明事发时的具
体事实为由未认定事故责任。谢某受伤
先后共花费近6万元的治疗费，因事故
各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谢某起诉至
法院，要求轿车司机唐某及汽车投保的
保险公司、三轮车车主、司机赔偿其医

疗费、伤残金等共计15万余元。
庭审中，被告唐某及保险公司则辩

称，唐某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轿
车没有与三轮车发生接触碰撞，谢某受
伤是因为郭某驾驶三轮摩托车不当引
起，并指出郭某是无证驾驶。

法院一审认为，唐某在未确保己车
与同向后方右侧车道内郭某驾驶的三轮

车之间安全行车距离的情况下，冒险借
道超车，是导致郭某突然避险并引起车
辆侧倾而致原告受伤的主要原因，因此
唐某应对本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郭某
明知自己无驾驶资格，且上路前疏于对
三轮车进行相关安全技术检查，其贸然
上路驾驶的行为与此次交通事故之间亦
具有因果关系，只是其作用相对较小，
应承担次要责任，三轮车车主在不确定
郭某有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随意出借车
辆给其使用，乘客谢某在明知载货三轮
摩托车严禁载人的情况下仍搭乘该车，
也有过错，并按优者危险承担原则，确
定上述责任承担比例。

向失踪者家属索要钱财
女子乘人之危敲诈获刑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王昊元）家人失踪，亲属焦急，家属大
多会在媒体刊登寻人启事寻求社会的
帮助，尽力找回失踪的亲人。然而，
某些心术不正的人却在媒体上的寻人
启事中找到了“生钱之道”——利用
家属迫切寻找亲人而放松警惕的心理
干起了诈骗甚至敲诈勒索的违法勾
当。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
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
胡某因敲诈勒索失踪者家属 3050 元，
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今年5月，居住在集美区的郭阿伯
因儿子失踪，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寻人
启事。同年6月，一名女子给郭阿伯打
来电话，说郭阿伯的儿子小郭现在就跟
她在一起，并称小郭欠了自己 3000 多
元钱未还，郭阿伯必须马上拿钱给她，
她可以让郭老伯父子团聚，如果不替儿
子还钱，就不准郭阿伯见儿子。

郭阿伯提出先听听儿子的声音或见
见儿子，均被拒绝。郭阿伯起了疑心，
表示不肯付钱给该女子。电话里的女人
威胁郭阿伯说，小郭在她的控制之下，
如果郭阿伯不给钱，她就砍断小郭的手
指，甚至撕票，并且威胁不准郭阿伯报
警。此后郭阿伯报警，民警于6月25日
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抓获。

胡某供认，她在偶然看到刊载郭阿
伯寻人启事的报纸后，企图利用郭阿伯
思子心切的心理敲诈钱财，于是冒充知
情人，给郭阿伯打去电话，谎称小郭在
其手上。其实她从头到尾根本不认识小
郭，更谈不上小郭欠其钱款。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的方法向他人强
行索取人民币 3050 元，其行为已构成
敲诈勒索罪。鉴于被告人胡某犯罪未
遂，且胡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苍南宣判一起销售假药案
两被告人分别获刑

轿车突然变道行驶 他车躲让致人受伤

零接触交通事故如何划分责任？

彭州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陈勇说，
该案争议的焦点应是，两车在未发生接触
的情形下造成谢某受伤是否构成交通事
故，以及双方驾驶人应当怎样承担责任。

依照当前相关法律规定，交通事故
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
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其并不

以是否具有碰撞情形为前提条件。
该案中，交警部门虽以无法查明事

发时的具体事实为由未认定事故责任，
但在庭审中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足以证实唐某在变道超车过程中抢占挤
压右侧车道导致右侧车道内同向行驶的
三轮车采取向右紧急避让而致三轮车侧

倾，从而造成原告受伤的事实成立，因
此原告受伤与唐某的违规操作驾驶行为
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仅构成交通事
故，且是导致郭某突然避险并引起车辆
侧倾而致原告受伤的主要原因，因此应
承担主要责任。

另外，根据优者危险承担原则，汽
车的危险回避能力和事故风险控制能力
均优于三轮车一方，在道路上行驶时汽
车应履行的注意义务重于三轮车，所以
在分配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时会适当增加
汽车车主的责任。

■法官说法■

构成交通事故不以是否碰撞为前提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0日（总第6158期）

北京君新腾达快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锋诉被告胡
万友、被告你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大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大民初字第 1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
司赔偿原告李锋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
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
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三十一万元；二、被告胡万友、被告北京君新
腾达快运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李锋伤残赔偿金八万六千四百一十
八元八角三分，鉴定费三千二百元，共计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元
八角三分（以上一、二项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
回原告李锋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闫敬艳：本院对李效斌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怀民初字第0450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庙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宝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都四凯华川实业有限公司、成都宝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汤登坛、彭少
华、林茂强、郑小慈、张林雄、汤晓燕：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
（商）初字第758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
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宝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久盛物资有限公司、林茂强、
郑小慈、上海宝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都四凯华川实业有限公
司、成都宝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743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李国云（公民身份号码510229196303253293）、陶普桂（公

民身份号码510229196405313306）：本院受理张天利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永法民初字第031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陈田富：本院受理原告侯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3）永法民初字第06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龙岩市健强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林福

海与被告（反诉原告）黄海盟，第三人龙岩市健强投资有限公司、
张衍足、陈海燕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南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南安市人民法院
黄培辉(永春县东平镇文峰村132号)、王文东（永春县苏坑

镇光明村104）：本院对李文革诉黄培辉、王文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永民初字第 20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

唐丽珍、陈绍珍：本院受理原告游表元与被告唐丽珍、陈绍

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瓯民初字第 17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建瓯市人民法院

王华贤、廖风华：本院对林培清诉王华贤、廖风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武民初字第
10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武平县人民法院

林金发：本院受理原告项赛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准予原告项赛金与你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霞民初字第 13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霞浦县人民法院
诸小波、曾惠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花都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颜士科、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花都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李国荣：本院受理上诉人蓬江区绿城美食城因与被上诉人

钟湛元、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江中
法民四终字第 2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
蓬江区绿城美食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中琴：本院受理原告袁书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黔金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张汉君：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钱慧峰、你与原审被告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伊民抗
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爱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桂荣、李欢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丛民初字第26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刘国庆：本院受理原告刘秉利诉你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乐港民初字第 6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海港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乐亭县人民法院

李仁义：本院受理陈月斌诉你、卢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卢兰不
服永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永民初字第1282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至本院，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吉中民二
终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庆：本院受理原告支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崇民初字第 7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智达木业（大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和龙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被告和龙市智达木业有限公司、你公司、解吉轩、李明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延中民二
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孔海涛、张家宏：本院受理原告栾安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
告借款62500元，并自2013年3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363元，由你们共同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振安
民三初字第001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一份，上诉于辽宁省丹
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仟亿兰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诉你公司及被告包头市大德兰食品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包头联通铁塔制造有限公司、张云程、张云鹏、张浩
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
包民五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缴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宫玉宝、孙淑兰：本院受理弓有宝诉你们、郭汉生借款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西民初字第12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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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
员 李上吒） 姐弟俩合伙经营药店，
销售从网上买来的三无“进口药”。
日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结这
起销售假药案件，弟弟被判有期徒刑
十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1.5万元，姐姐被判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

被告人颜华、颜雄 （均为化名）
为姐弟关系，颜雄 59 岁，颜华 66

岁，两人合伙在苍南经营一家药店。法
院审理查明，今年3月份，颜雄从陶某
（另案处理） 的网店购入风湿灵20盒、
从陈某（另案处理）的网店购入双飞人
药水 24 盒，从网店“香港祺昌中西药
代购”购入黄道益活络油 10 盒。二被
告人明知风湿灵、双飞人药水、黄道益
活络油无进口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
册证号、药品批准文号，仍在其合伙开
的药店内予以销售。同年4月14日，该

药店被执法人员查获，现场查获风湿灵
10盒、黄道益活络油8盒、双飞人药水
20盒。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三种药品均
系境外生产，无批准文号、医药产品
注册证号，系刑法认定的假药，二被
告人的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鉴于涉
案药品均系外用药，数量不多，且大
部分并未流入社会，没有导致严重后
果，结合两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两人

均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目前，假药通过淘宝等网
购平台流通的情况比较多见，法官提醒
广大实体店主和网络卖家，销售药物一
定要审查药品来源以及有关审批手续，
以防触法获刑。另外，买家也要擦亮眼
睛，防止治病心切，仅凭广告宣传盲目
买药从而导致上当受骗。

虽然网购平台非执法机构，但法官
仍建议网购平台适当把关网络药店开设
门槛，要求卖家提供相应审批许可凭
证，勿让网购平台对假药不设防。

■法官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