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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协议作证据
妨害诉讼被罚款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两女生被刺案开审
被告人被控犯故意杀人罪

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二审维持原判
对两名主犯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9日（总第6167期）

因皖东水泥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本院确认并已分配完
毕。根据皖东水泥厂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
（2008）滁民二破字第 00001-4号民事裁定，终结皖东水泥厂破
产程序。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锦多（惠州）国际企业有限公司：2014年9月12日，惠州市惠
阳区永湖镇人民政府以债权人身份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对
你公司宣告破产。本院依法初步审核了债权人提交的作为债权
凭证的两份民事判决书，（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391号判决书
判决确认，债权人因无因管理纠纷对你公司享有如下债权：对外
垫付的工人劳动报酬人民币 3656305.13元，对外垫付的工人社
保款人民币2038076.33元，对外垫付的电费人民币100000元，对
外垫付的欠薪工人餐费人民币 220011元，对外垫付的保安公司
费用、留守人员工资等后续费用264780元；（2014）惠阳法民一初
字第392号判决书判决确认，因你司与债权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
同关系，债权人对你司享有如下债权：拖欠的租金人民币
2114022.24元，拖欠租金的违约金190262元，拖欠的水费人民币
95960.4元，拖欠水费的违约金32639元，拖欠的卫生费24000元。
上述两份判决总计确认债权人对你公司享有人民币 8736056.1
元的债权。债权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了解到你司对外尚有银行
借款，供应商货款，工人经济补偿金等不同债务，拖欠债务总额
预计超过你司清偿能力，故向本院申请对你司宣告破产。本院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债权人提交的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债权人提交的申请有异议，可在
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书。如未在7天内就债权
人申请破产一事提出异议，本院将作出是否受理债权人破产申
请的裁定。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2013年1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广西贵港钢铁总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对该企
业进行了清算，清算结果为已无可供分配的财产。本院依照法律
规定，于 2014年 11月 6日作出（2013）贵民破字 1-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终结广西贵港钢铁总公司破产程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11月 17日裁定受理债务人邵阳市机械冶金

工业供销总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同时指定邵阳市机械冶金工
业供销总公司的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五

一中路 电话：13357291851）。有关该单位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八楼会议室召
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年 12月 19日受理的湖南金宏菜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 2014年 11月 11日依法作出（2011）津破字第 1-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管理人 2014年 9月 26
日，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
人无破产财产，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无力缴纳破产费用，请求本
院终结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
债务人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于2003年12月1日被工商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现资产净负债 390.3276万元，亏损严重，
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无破产财产，无力缴纳破产费
用，其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破产；
二、终结张家界市食品蔬菜开发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
生效。 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年 8月 18日，本院根据扬州苏豪帅美斯服饰有限公司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该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案 。查 明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22343832.52元，负债总额51842886.92元。本院认为，该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
规定，本院于2014年11月20日裁定宣告扬州苏豪帅美斯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城惠业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根据盐城惠业混
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于 2014年 1月 27日受理盐城惠
业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后经本院审核认为，盐城惠
业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的财务帐册不全，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
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该公司又涉嫌刑事犯罪，且正在刑事诉
讼程序之中，据此，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已依法裁定驳回盐

城惠业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该公司债权人可依法
主张权利。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债务人淄博市博山八陡百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上午十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债权人应准时参加。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莱阳市丝绸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11月10
日做出（2014）莱阳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该单位破产清
算一案，同时指定该单位的清算组为管理人。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 40 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烟台市丝绸公司；邮编
264001；联系人孙承勇；联系电话 13863847248）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交证据。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该
单位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 1月 23日上午 9时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召开。届时应携带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准时参加。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大民破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债务人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
请，2014年 11月 7日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渭南衡信
破产清算有限责任公司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 2015年 1月 15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渭南国家科技产业园区大荔
核心区陕西金紫阳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邮政编码：715106；
联系电话 13891336785、13892366059）。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陕西]大荔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汉中卷烟一厂的申请，于2013年6月9日依
法裁定宣告汉中卷烟一厂破产，并指定陕西三联破产清算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为管理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4年12月26日
上午9时在陕西省汉中市邮政大酒店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授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破产管理人地址：陕西省城
固 县 汉 中 卷 烟 一 厂 ，联 系 人 李 博 ，电 话 09167235471,
13389235266。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1月5日，本院根据四川红华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中核红华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
查明，截止2014年3月31日，中核红华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217486412.17元，负债总额为 255266931.88元，总资
产评估价值为 11788.35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3738.34 万
元。中核红华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宣告破产条件。本院于 2014年
11月10日依法裁定宣告中核红华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昌龙（身份证号：220203198804212111）不慎丢失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证，证件编号：319，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刘昌龙（身份证号：220203198804212111）不慎丢失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分务证，证件编号：110101067，特此声明
作废。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奥普斯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公告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裁定受理申请人郭诗迈对被申请
人（奥普斯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担
任清算组，张巍松为负责人。请有关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有关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奥普斯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经理
等相关清算义务人应于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其占有
和管理的公司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清算组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26号田面城市大厦 24楼；联系人：邓

剑 武 电 邮 ：dengjianwu@sincerepartners.com，电 话 ：0755-
82816160；传真：0755-82816855。

深圳市奥普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根据杭州麦思特人才开发有限公司
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4年 10月 31日裁定受理杭州麦思特人才开
发有限公司清算组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为杭州麦思特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债权人应自 2015年 1月 8日前，向杭州麦思特人才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8号欧美中心D区 12
层；邮政编码：310012；电话：0571-56718052）申报债权。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5年 1月 21日 14点在该院 2328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9号。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杭州寿思特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于2014年11月3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南通东南纺织有限

公司诉请南通东盟纺织时装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14
年 11月 20日指定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南通东盟
纺织时装有限公司清算组。南通东盟纺织时装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该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址：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1号。联系人：吴
鸿涛，手机18912269005。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贤珍申请宣告张波死亡一案，经查：张波，
女 ， 1963 年 1 月 5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230104196301052666），汉族，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十二
道街 156号 7楼 222 （东市）门。张波于 1984年 5月 7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张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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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何振发申请宣告何传杰死亡一案，经查：何传杰，
男，192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香坊区福昌街3号。
于1993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何传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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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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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村民因不满村小组征地
补偿分配方案，向镇政府申请裁决未
果，遂以政府不履职为由提起行政诉
讼。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了村民黄某的
诉讼请求。

2009 年，江西省万载县某镇政府
为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征收了该镇潭
埠村山仔下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共

计49.784亩用于开发建设商贸城。在征
地协议中，双方约定镇政府除给付征地
补偿款外，另在所征收的土地中按规划
预留 67 间店面的土地使用权补偿给山
仔下小组，用于村民自建店面或村民间
互相调剂。该村小组村民黄某在征地
开始后办理了单独户口，并要求村小
组按一个户口分配一间店面的土地使
用权给她，遭到村小组拒绝。黄某遂

向当地镇政府提出裁决申请。镇政府
对纠纷调解未果后，认为黄某申请事
项属于村民自治范围而未裁决。之后
黄某诉至万载县人民法院，要求判令
镇政府履行对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
决定的法定职责。

法院一审认为，村小组系群众性自
治组织，对属于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
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等依法享有自治权。

山仔下小组依法取得征地补偿款和土
地使用权的补偿分配问题，属于村民
小组自治范围的事项，应由小组通过
村民小组会议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
镇政府虽然具有疏导和调解各种社会
矛盾的职能，但法律、法规或规章并未
授权其可以对属于村民小组自治范围
内的事项直接作出行政处理。同时，
既然山仔下小组未将店面的土地使用
权分配给黄某，那么黄某就没有取得
土地使用权，也就不存在土地权属争
议问题。因此，黄某要求镇政府履行
对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
不能成立，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黄某不服，提起上诉。
（黄 礼 李 慧）

本报南通11月28日电 在法庭
审理中，当事人竟与案外人一起伪造
承包协议。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这起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
为作出维持一审的复议决定：对申请
人如皋市双良船用配件公司和林某分
别处以5万元和1万元罚款。

在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审
理中，如皋市人民法院查明该案原
告如皋市双良船用配件公司向法庭
提供的其与案外人林某签订的承包
协议书系伪造。因该证据系直接影
响案件事实认定的重要证据，如皋
市人民法院遂依法对如皋市双良船
用配件公司和林某分别处以5万元和
1万元的罚款。

如皋市双良船用配件公司和林某
均不服，向南通中院申请复议。

南通中院经审查认为，在这起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中，被告以原告擅自
转租为主要事由，要求解除房屋租赁
合同。原告以其与林某存在承包关系
进行抗辩，并伪造承包协议提交法
庭，以期免除擅自转租的不利后果，
通过诉讼获取不法利益。而案外人林
某明知原告与其签订承包协议的目的
及后果，仍然与原告一起伪造承包协
议，以期达到免除本案原告擅自转租
的不利后果。

两行为人的上述行为违背诉讼
诚信，虽未造成法院作出错误判决
的后果，但客观上妨害了民事诉讼
的正常进行，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罚
款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
予以维持。

（章海涛 古 林）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员
李丹旦 谢春华）日前，浙江省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伪基站
乱发广告短信的刑事案件，判处被告人
房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房某是一家广告公
司的业主。2013年9月，房某通过网络
购买了一个伪基站。同年 12 月 13 日，
房某雇人开车，携带伪基站设备至慈溪
周巷镇附近，房某在车上利用设备发促
销短信，通过该设备共向15.8万余部手
机用户发送广告短信，造成上述手机用
户暂时脱网，影响手机用户的正常通
信。

同年12月18日，房某再次雇人开
车，携带该伪基站设备至绍兴市越城区
附近，向5万余部手机用户发送广告短
信，造成上述手机用户暂时脱网，影响
手机用户的正常通信。

今年 3 月，警方经侦查将房某抓
获。

法院审理认为，房某伙同他人破坏
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
已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法院最终
根据其犯罪事实和具体情节，判处房某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本报济南 11 月 28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今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上诉人张帆、张立冬、吕迎春等涉
邪教故意杀人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
驳回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
张巧联的上诉，维持原判；对维持张
帆、张立冬死刑判决的裁定，依法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4 年 5 月 28 日晚，张帆、张立
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等在麦当
劳招远府前广场餐厅，采用脚踹、跺、
用拖把、椅子击打等方式围殴被害人吴
某某，致其当场死亡，手段极其残忍。
案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1日对
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被告人张帆、张立冬死刑，吕
迎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
被告人张航、张巧联有期徒刑十年、七
年。宣判后，张帆、张立冬、吕迎春、
张航、张巧联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
月 21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

中，全面听取了上诉人、辩护人、检察
员、被害人亲属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充分保障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合议庭针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杀人
行为是否为正当防卫；被害人死因及各
上诉人责任是否明确；应否对张帆、张
立冬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张帆、
张立冬、吕迎春所信奉‘全能神’是

否为邪教；吕迎春名下巨额存款是
否应当没收”等上诉理由和辩护意
见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
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遂依法作出前
述裁定。

新华社昆明11月28日电 （记者
王 研）今年5月12日，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发生一起伤害案，一男子因恋爱纠
纷刺伤两名女生。11月27日，此案在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开庭审理，犯罪嫌疑
人被检方指控犯故意杀人罪。

检方指控：5 月 12 日中午，朱某

某在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滇池学院6
栋216宿舍内，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
被害人简某某疯狂刺杀，随后又将闻
讯赶来的被害人熊某杀伤。经鉴定，
两人的伤情分别构成重伤二级、轻伤
二级。

庭审透露的信息表明，犯罪嫌疑人

朱某某是云南省宣威市人，从一所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后到昆明工作，其公司即
位于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附近。由于经常
到学校里打篮球，他认识了大学生熊
某，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此后，两人在相处过程中发生了
争吵，熊某提出分手，但朱某某不同

意。两人就此多次谈判，朱某某甚至杀
死了曾经送给女友的狗，并将照片发给
她看。此后，随着两人关系不断恶化，
朱某某还曾到熊某的宿舍砸烂玻璃窗，
后被保安劝阻。

为了“吓唬”熊某，朱某某购买
了3把刀，于5月12日中午翻越围墙进

入学校后，将两把刀藏在宿舍楼下
的绿化带里，拿着剩下的一把水果
刀进入了熊某所在的宿舍楼。当时
宿舍没人，过了一会儿熊某的舍友
小简刚好回来，朱某某认为是小简
从中作梗才导致女友和自己分手，
于是拿刀对小简连刺数刀。熊某出
现后，朱某某先对其殴打、然后又
拿刀刺向熊某，直到学校的保安等
赶到。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
杀人罪向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龙 轩） 伙同他人假借旅游签证的形
式，组织 70 名柬埔寨籍女子入境与浙
江丽水男子结婚，近日，浙江省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马某、王
某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案作出一
审判决，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
六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王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下半年，
被告人马某的妻子叶某通过“叶小
松”、周某 （已判刑） 帮助其哥哥娶到
一名柬埔寨籍新娘，同乡人获悉后便找
叶某帮忙介绍外籍新娘。同年底，周某
带被告人王某与马某夫妇见面，并提出

以给浙江省缙云县未婚男子介绍柬埔寨
籍女子结婚为由，向未婚男子收取中介
费，且每成功介绍一对，周某给马某夫
妇1000元好处费。

后周某伙同柬埔寨籍公民“娜
丽”、“阿金”等人在柬埔寨组织柬埔寨
籍女子，由王某、“阿金”等人通过网
络视频、照片等方式安排与马某夫妇在
缙云县联络的未婚男子相亲，并充当翻

译。双方认可后，由“娜丽”、“阿金”
等人为柬埔寨籍女子办理旅游签证，再
由周某本人或安排王某、“阿金”等人
带领柬埔寨籍女子乘坐飞机进入中国境
内。马某夫妇按照 63000 元至 65000 元
的价格向男方收取中介费后将款项交给
周某。

2013 年 6 月，叶某因涉嫌组织他
人偷越国 （边） 境被缙云县公安局立

案。
2013年8月17日，王某带领9名柬

埔寨籍女子从柬埔寨抵达温州永强国际
机场时被公安人员查获。马某陪同男方
在机场迎接其中5名返回中国的已婚柬
埔寨籍女子时亦被查获。

经查，马某参与组织柬埔寨籍女子
以旅游名义进入中国境内与缙云县男子
结婚达6次以上，人数达70名，累计获

利人民币7万余元，现已退出。王某
参与组织柬埔寨籍女子以旅游名义进
入中国境内结婚6次，人数达32名，
累计获利人民币1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
马某违反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
理秩序，多次伙同他人假借旅游签
证形式组织境外女子入境与中国男
子结婚，人数达 70 人，其行为已构
成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被
告人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能够自愿认罪，依法
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马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有自
首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法院
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
一起产品责任纠纷案，维持察哈尔
右翼后旗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
某商贸公司被判赔偿原告黄某购种
价款及有关费用共计 107240 元，赔
偿原告高某购种价款及有关费用共
计61280元。

2012 年 5 月 20 日，原告黄某、
高某分别以每斤2.2元和每斤2.1元从
被告公司购买“坝莜一号” 莜麦种
子7000斤和6000斤，分别支付货款
15400 元和 12600 元。黄某、高某因
播种“坝莜一号”莜麦，分别支出有
关费用 91840 元和 48680 元。原告从
被告公司购买的“坝莜一号”莜麦种
子为“三无”产品，即无厂名、厂
址、生产日期和合格证明。同年 10
月8日，当地工商局对被告公司罚款
5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处
购买的“坝莜一号”莜麦种子，没
有检验合格证明和中文标明的生产
厂厂名、厂址等标识，其所附的标
签既没有标明生产日期，也没有标
注种子的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
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等
事项。被告虽然辩称其销售的莜麦
种子没有质量问题，但未能提供相
关证据加以证明，且对该莜麦种子
的质量问题不申请鉴定，故应推定
该莜麦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史秀永）

销售“三无”种子
商家被判赔偿

不满村组征地补偿方案 村民状告镇政府不履职
法院：村组享有自治权 镇政府无权处理

组织70名“柬埔寨新娘”来中国结婚

丽水两名“国际红娘”分获有期徒刑

利用伪基站群发小广告
被告人获刑三年六个月

本报讯 村干部莫某冒领五保金，
却以其个人名义用来救济村里的其他贫
困户。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
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
污罪判处莫某有期徒刑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1 年至 2013 年
间，莫某利用其担任党江镇渔江村村委
会文书的职务便利，瞒报蒋某春、莫某
龙、吴某信、王某桂、吴某东和蒋某启
等6名五保户死亡的情况，擅自收取蒋
某春等六人的五保存折冒领五保金
30960 元。之后，莫某又瞒报曾某祯、
刘某远、莫某绪、陈某初、陈某国和王
某松等六人同时享有低保补助和五保补

助的情况，擅自收取曾某祯等六人的低
保卡冒领低保金16200元。期间，莫某
在蒋某康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蒋某康之
名申报五保补助之后，冒领五保补助
7018元。

据了解，莫某任职村委会文书期
间，主要负责村委会民政工作，例如
救灾救济、五保、低保、优抚等，按

规定莫某应该向村支书和主任汇报，
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具体都是由莫某直
接经办，并没有汇报。按照规定，低
保户不再享受低保待遇和五保户去世
之后，要到民政部门办理低保、五保
补助停发手续，具体手续也由莫某负
责。渔江村委会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莫某曾以自己的名义接济过村里的很

多困难户。
法院审理认为，莫某作为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
从事优抚、救济等款物的管理，属
于“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
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
用职务之便，骗取民政补助资金
54178 元占为己有，行为已构成贪
污罪。莫某以个人名义对本村困难
人群予以救济的行为，并不能改变
贪污的性质。鉴于莫某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退出全部
赃款，法院遂从轻作出上述判决。

（梁龙全 陈芸芸）

冒领五保金救济贫困户
虽然有善举难掩贪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