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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增农户补偿金额
征地干部滥权获刑云南锡业集团原董事长受审

涉嫌受贿2500余万元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6日（总第6164期）

本院受理张广德申请宣告张广智死亡一案，经查：张广智，
男，194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
港一号路机场街 1 号，公民身份证号：120107194810102179，于
1986年1月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张广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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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六妹申请宣告冯运保死亡一案，经查:冯运保
（男，汉族，1987年 1月 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溪
头 镇 石 港 村 委 会 石 港 圩 东 风 街 4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701155515）,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冯运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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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修转申请宣告丁其铎死亡一案，经查:丁其铎
（男，汉族，1985年 2月 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溪
头 镇 蓝 袍 村 委 会 坑 尾 村 8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502124038）,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丁其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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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俊杰申请宣告何帝分死亡一案，经查:何帝分
（男，汉族，1964年10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新
圩 镇 湴 陂 村 委 会 湴 陂 村 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6410143515）,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何帝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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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钟黑妹申请宣告丁其敖死亡一案，经查:丁其敖
（男，汉族，1980年9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溪头
镇 蓝 袍 村 委 会 坑 尾 村 9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009025511）,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丁其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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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姚锦源申请宣告姚北允死亡一案，经查:姚北允
（男，汉族，1985年 5月 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上
洋 镇 庚 山 村 委 会 燕 子 岭 村 5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505142012）,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姚北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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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太瑞申请宣告梁水阳死亡一案，经查:梁水阳
（男，汉族，1984年 6月 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织
篢 镇 联 安 村 委 会 创 岭 村 1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406270035）,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梁水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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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木秀申请宣告苏侢死亡一案，经查:苏侢（男，汉
族，1984年 10月 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溪头镇红
埠 村 委 会 大 氹 村 北 巷 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410064058）,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苏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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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德显申请宣告丁水轩死亡一案，经查:丁水轩
（男，汉族，1986年 9月 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西县溪
头 镇 蓝 袍 村 委 会 坑 尾 村 11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721198609154018）,于2009年11月2日，因所乘搭渔船（船号：
琼文昌33042）在汕头市海门镇对面海面上发生沉船重大海难事
故，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丁水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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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正安、钟金英申请宣告陈洁华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陈洁华，女，汉族，1976年 7月 17日出生，户籍地：广西

壮族自治区钟山县燕塘镇玉雄 032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52427197607173522。被申请人陈洁华自 2002 年 10月 3日外出
打工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陈洁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其他有关人员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钟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范林利申请宣告范林鹏宣告失踪一案，经查：范林

鹏，男，1963年 12月 26日生，汉族，户籍地在贵阳市南明区沙冲
北路 12号 2栋附 31号，于 1991年外出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范林鹏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贵州]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智淑申请宣告刘光华失踪一案，经查：刘光华
（身份证号：520102193609103813），男，1936 年 9 月 10 日生，汉
族，四川省彭山县人，住贵阳市南明区绿苑小区 16栋 603号，于
2012年8月2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刘光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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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进华、刘国香申请宣告田世玲死亡一案，经查：

田世玲，女，1996年 10月 12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思
唐镇城东街303号，原系贵州省思南民族中学学生，因意外事故
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田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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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思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亚娜、张亚雷申请宣告张钦忠死亡一案，经查：

张钦忠，男，194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二矿职工，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程平北路44号院，于
1993年离家出走，1997年与单位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张钦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电话 0375-2863025）。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越平、袁越利、袁越清申请宣告袁书林死亡一案，
经查：袁书林，男，194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自
由路一巷29号。身份证号码：410503420615101。于2006年3月起
至今，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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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彦露、肖彦轩申请宣告杨红梅失踪一案，经查：杨
红梅，女，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洞口县山门镇
黄泥村竹山组，身份证号：430525198611074529，于2012年8月出
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红梅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状状申请宣告欧阳敏失踪一案，经查：欧阳敏
（女，1983年 10月 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住宁
远县太平镇五里坪村9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欧阳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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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钤申请宣告肖玉立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肖

玉立，女，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为吉林省榆树市大岭
镇贾泉村 7组。肖玉立自 2008年 9月离家后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玉立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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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告肖玉立失踪。 [吉林]榆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德西措姆申请宣告泽仁朗加死亡一案，案号
为：（2014）昌民初字第138号。经查，泽仁朗加，男，1996年2月1日
出生，藏族，系西藏昌都县卡若镇波乃村人，户籍所在地西藏昌都
县。在2013年7月20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与车辆一起坠河，经寻
未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泽
仁朗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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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昌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曲西申请宣告向巴泽成死亡一案，案号为：
（2014）昌民初字第139号。经查，向巴泽成，男，1987年5月6日出
生，藏族，系西藏昌都县卡若镇波乃村人，户籍所在地西藏昌都

县。在2013年7月20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与车辆一起坠河，经寻
未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
向巴泽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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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昌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加永曲珠、央珍申请宣告丁增斯郎死亡一
案，案号为：（2014）昌民初字第 140号。经查，丁增斯郎，男，2009
年 2月 13日出生，藏族，系西藏昌都县沙贡乡温达村人，户籍所
在地西藏昌都县。在 2013年 7月 20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与车辆
一起坠河，经寻未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希望丁增斯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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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昌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措嘎申请宣告长生死亡一案，案号为：

（2014）昌民初字第 155号。经查，长生，男，1991年 10月 20日出
生，藏族，系西藏昌都县城关镇人，户籍所在地西藏昌都县。在
2014年 9月 14日不幸掉入河里，经寻未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长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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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昌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艳艳申请张振庭死亡一案，于 2013年 11月 2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1月 6日依法作出
2013延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振庭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黑龙江]延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克春申请李力华失踪一案，于 2014年 7月 22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0月 30日依法作出
（2014）双桥民特字第 4号判决书，宣告李力华失踪。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河北]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顾传英申请宣告顾学林死亡一案，于2013年10月
2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11月10日依法
作出（2013）扬江民特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顾学林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吉权申请宣告郑昌会失踪一案，于2014年8月6
日发出寻找郑昌会的公告，公告期限届满，郑昌会仍下落不明，
本院于 2014年 11月 13日依法作出（2014）五法西民特字第 9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郑昌会失踪。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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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及“对赌协议”
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认定原、被告
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判决被告按
照合同约定，回购原告持有的目标公司
3.4%的股份。

2010 年 12 月，卓越公司、华铁公
司与新麟创投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卓越公司、华铁公司分别将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 1.7%的股份转让给新麟创
投公司，转让价为 795 万元。卓越公
司、华铁公司承诺在2011年12月31日
前清理完毕所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占用目
标公司款项问题（约6000万元）。若未
能履行该义务，新麟创投公司有权要求

两公司回购新麟创投公司持有的目标公
司股份。后新麟创投公司向两公司支付
了股份转让款，并完成了股东变更登
记。截至 2011 年底，两公司未能清理
完毕关联方占用目标公司款项的问题。
新麟创投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卓越公
司、华铁公司回购股份。

法院审理认为，新麟创投公司与卓
越公司、华铁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

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损
害到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依法
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两公司未按时清理
完毕占用目标公司款项问题构成违约。
据此，法院判决卓越公司、华铁公司以
795万元以及相应利息的转让价，回购
新麟创投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3.4%的
股份。

（邹 政）

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即“估值调整机制”）就

是收购方（包括投资方）与出让方（包
括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者融资）协
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
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
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
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
因此，对赌协议实际上是期权的一种
形式。目前国内在法律上对此没有明
确规定。

本报昆明 11 月 25 日电 （记者
茶 莹） 11月25日，云南省保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锡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雷毅及其
弟雷斌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雷毅在担任云南
省政府副秘书长、玉溪市副市长、云
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
收受他人贿赂 2570 余万元人民币及其

他财物，其弟雷斌参与收受贿赂 50 万
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二被告人刑事
责任。

庭审中，被告人雷毅、雷斌就指
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陈述。公诉人、

辩护人分别询问了被告人。公诉人当
庭宣读和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被告
人及辩护人发表了质证意见。双方围
绕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
进行了法庭辩论。公诉人发表了公诉

意见，被告人雷毅、雷斌作了自行
辩护，辩护人发表了辩护意见。被
告人雷毅、雷斌依次作了最后陈
述。

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

本报讯 为了吸引高端人才，某公
司向贾某签发了入职邀请信，聘请其任
公司副总裁，该入职邀请信中含有“30
万股创始人股份，作为加入管理团队的
奖励”的内容。离职后，贾某要求公司兑
现股份，遭到公司拒绝，遂将公司告上法
庭。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
此案，判决驳回了贾某的诉讼请求。

贾某诉称，贾某于2012年4月收到
公司签发的入职邀请信，贾某接受了邀
请，并辞去了原来在国企的工作，任职
公司副总裁。贾某入职公司两年后，双
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贾某离职。

贾某称，入职邀请信中有一项待遇
为“30 万股创始人股份，作为加入管
理团队的奖励”，而这项待遇是其加入

公司的直接原因。贾某要求公司给予其
30 万股创始人股份，并确认其股东资
格，均遭到公司拒绝。

对此，公司辩称，公司向贾某发出
的邀请信中有明确规定，30 万元创始

人股份，有时间、价格等条件。贾某入
职后，未在该入职邀请上签字，未对要
约进行承诺，公司与贾某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也没有约定创始人股份的内容，且
贾某与公司均认可双方就入职邀请信的

内容没有达成一致，双方也没有签署
过 30 万股创始人股份的交易协议，
贾某更没有出资购买过创始人股份。
对于公司发出的这个要约，双方没有
达成合意，贾某选择了放弃，所以公
司不可能确认贾某的股东资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贾某与公司
之间针对 30 万股创始人股份的合同
关系不成立，最后，法院驳回了贾某
的诉求。

（安 健）

本报蚌埠 11 月 25 日电 今天上
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罗刚等6
名被告人被控累计贩卖氯胺酮8879克。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4月，许文
博通过陈瑞寻找毒源。陈瑞与罗刚取得
联系后，罗刚将 1000 克氯胺酮卖给许
文博。由许文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
罗刚2万元。交易后，许文博将购买的
氯胺酮隐藏在微波炉内，乘坐大巴从广
东省深圳市返回蚌埠。

同年5月，许文博再次通过陈瑞向

罗刚购买毒品。罗刚将 2000 克氯胺酮
从深圳带至蚌埠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许
文博；8月，许文博通过陈瑞联系，向
罗刚支付2万元定金后，由陈瑞前往深
圳，从罗刚处购买氯胺酮 2000 克带回

蚌埠。在取得上述毒品后，许文博除部
分自己吸食外，分别安排周杨、王旭进
行分装、保管、贩卖。

同年9月，许文博再次通过陈瑞联
系上罗刚，并转账支付给罗刚5.9万余

元。随后，罗刚将毒品分装为4包，安
排被告人卢景富前往安徽蚌埠交货。9
月30日6时许，当卢景富携带毒品乘车
赶到蚌埠准备交易时，和接货的许文
博、周杨一起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现

场查获白色粉末物质 3879 克，均检
出氯胺酮成分。在周杨被抓获后，公
安机关从其住处查获六包白色粉末状
物质共62.2克，均检出氯胺酮成分。

另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文
博还将冰毒存放于周杨、王旭处，并
安排周杨等人对外贩卖。在周杨、王
旭被抓获后，公安机关从二人住处查
获 31 包无色晶体共 21.3 克，均检出
甲基苯丙胺成分。

该案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高建业）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员
李丹旦 桂 凌）浙江宁波一“老赖”非
但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还将法院查封的
房产一拆了之。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江
东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老赖”吕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几年前，吕某以土地、房产为抵押
向银行借款 2200 万元，打算开发房地

产，约定还款期限为1年。后因种种缘
故，房地产计划未能成形，还款期限却
转眼而至。几经催告无果后，银行将吕
某告上法庭。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
成了还款协议，银行同意将还款期限延
后。可这一次，吕某依旧没有如期还
款，还当起了“老赖”。

银行向江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

院将吕某的地、房悉数查封并拍卖。经
评估，吕某的该批抵押房产面积为
3900余平方米，可折算市场价230余万
元。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拍卖以流拍
而告终。

按照法律规定，流拍之后必须再次
拍卖。趁法官忙于筹备组织第二次拍卖
之际，吕某请来拆迁公司，将被法院查

封的房屋全部拆除。
面对“老赖”如此胆大妄为的举

动，法院发出公告，要求拆房人迅速
投案，同时将此案移送江东警方。

数月之后，警方将藏匿在朋友家
的吕某捉拿归案。面对警察，吕某起
初还试图抵赖：“我知道法院查封的
房子不能破坏的，怎么会去动它！”
但当民警出示了拆迁协议等铁证后，
吕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2014 年 10 月，检察机关对吕某
提起公诉。法庭上，面对检察机关出
具的执行通知书、邮寄凭证、房屋拆
除前及拆除后照片，吕某供认不讳。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
员 翁佳峰） 四名干部在征地过程
中，为农户虚增苗木补偿金，导致
国家损失 405 万元。11 月 24 日，浙
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嫌滥
用职权案进行公开宣判，分别判处
汪金权等四人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
月至二年不等。

2012年5月，遂昌县政府为开展
遂昌县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征地、拆
迁、安置工作，成立项目指挥部。责
成时任遂昌县濂竹乡党委书记的汪金
权、时任云峰街道人武部部长的谢晓
辉以及郑权富、余京军等人组成一
组，负责龙口村和后潘自然村的土地
征收工作。

2012 年 11 月，汪金权擅自违反
政策规定，虚增黄某被征苗木的补偿
金额，并责成被告人郑权富、余京
军根据该虚增后的金额，依据苗木
补偿单价制作虚假的被征苗木补偿
清单，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2249031
元。在此期间，汪金权向黄某借款3
万元。后因有人举报，汪金权向黄
某归还欠款及利息。

2013 年上半年，谢晓辉、郑权
富、余京军用同样方法虚增叶某等人
管理经营的被征用杨梅果园补偿金
额，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1561118 元。
后谢晓辉又虚构某自然村青苗的补偿
金额，造成国家损失 240213 元。期
间，四人分别向叶某借款 12 万元至
2.8万元不等，后经人举报均已还清
借款。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汪金权、
谢晓辉、郑权富、余京军在政策处理
工作过程中，违反规定，徇私舞弊，
超越职权范围擅自虚增征迁补偿款，
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遂作出
以上判决。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大庆市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解除收养
关系案，判决解除原告陈某、吴某
与被告陈晓 （化名） 之间的收养关
系；被告陈晓每月支付二原告生活
费500元。

现年 80 多岁的陈某与吴某系夫
妻关系。因不能生育，于 1959 年、
1966 年分别收养了一名女婴和一名
男婴，其中男婴叫陈晓。陈晓长大结
婚后，因建房需用二原告宅基地时发
生矛盾。此后，双方互不往来，关系
进一步恶化。此后，被告陈晓携妻子
到大庆打工，并当起了个体小老板。
由于养子多年不理不问，两位老人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要求
陈晓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用。

法院认为，二原告在被告四岁时
即收养了被告，将其抚养成人，并
成家立业，尽到了父母的义务。二
十余年来，被告对二原告不闻不
问，严重地伤害二原告的感情，导
致双方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而且
二原告也坚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因此无继续维持收养关系的必要。
被告作为养子女，经二原告抚养成
人，并成家立业，有经济能力，而
二原告现无生活来源，因此被告应
给付二原告生活费用。据此，法院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付建国）

本报焦作11月25日电 河南
省伊川县的三个农民，用 10 张面
值千元的韩币冒充美元多次诈骗，
涉案金额竟达1.8万元。今天，河
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
起诈骗案，分别判处被告人靳某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李某有期徒
刑一年零四个月，张某某有期徒刑
一年零七个月，三人均并处罚金
20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年
初，被告人靳某在洛阳市古币市
场花65元人民币购买了10张面值
1000元的韩币。当年4月28日至5
月 5 日，靳某伙同李某、张某某、
郭某 （另案处理） 窜至沁阳市，
选择农村乡镇上刚从银行出来的
年龄偏大的女性作为诈骗对象。
由郭某上前与被害人搭讪，然后
靳某假装上前询问兑换外币的地
方，并故意露出身上的韩币冒充
美元。最终，因被害人被蒙蔽，取
钱和张某某合作以低价兑换美元。
不到一个月时间，该四人两次分别
骗取两名受害人1.7万元和1000元
及项链一条。事后，靳某、李某、
张某某和郭某开车离开，并在车上
将钱平分。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 被 告 人 靳
某、李某、张某某以非法占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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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人靳某、张某某均因故意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
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均再犯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均
系累犯，依法均应从重处罚。三
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依法均可以从轻处
罚。三被告人的亲属分别代其退
赔被害人遭受的部分经济损失，
可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如上判
决。

（张建忠）

苏州审结一起“对赌协议”案
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

■名词解释■

韩币冒充美元诈骗
伊川三个农民获刑

未对入职邀请信上的承诺签字确认

公司副总要求获得创始人股份败诉

审理该案的法官说，当事人采用合
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
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取要
约方式订立合同的，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要约内容的约束。在这起案
件中，公司向贾某发出的入职邀请信符
合上述法律规定，属于要约。但贾某未
在该入职邀请上签字，未对要约进行承

诺，公司与贾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也没
有约定创始人股份的内容，且贾某与公
司均认可双方就入职邀请信的内容没有
达成一致，双方也没有签署过 30 万股
创始人股份的交易协议，贾某更没有出
资购买过创始人股份。因此，贾某与公
司之间针对 30 万股创始人股份的合同
关系并未成立，贾某不能获得公司的股
东资格。

在劳动合同纠纷中经常存在类似

的法律问题，对此，法官建议，劳
动者如果认同用人单位发出的入职
邀请信，应当签字确认，以使双方
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如果双方对
入职邀请信的内容产生理解上的分
歧，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
商一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入
职邀请信中的模糊内容予以明确，
这样做才能平等地保护双方的合法
权益。

■法官说法■

蚌埠审理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
六被告人被控贩卖毒品8879克

抗拒法院执行 拆除查封房产

宁波一“老赖”获刑九个月

收养关系虽解除
赡养费用仍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