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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女子因不堪家暴杀死同居男友受审
法庭引入专家出庭作证

本报温州5月20日电 （记者 孟
焕良 通讯员 厉 超）今天，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曹瑰被控因受到家
暴将同居男友杀害。据悉，这是今年 3
月2日《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出台

后，全国首例同居关系涉家暴重大刑事
案件。

该案在庭审中引入了专家证人出庭
制度。家庭暴力问题研究专家、中国应
用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陈敏出庭，协助法庭查明案情。

曹瑰，女，34 岁，江西九江人，

案发前在温州做足浴工。据公诉机关指
控，曹瑰与被害人王某案发前系同居男
女朋友关系，共同居住在温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某工地宿舍。其间，二人经
常因琐事吵架，王某多次对曹瑰实施
殴打、言语威胁以及经济控制。2014
年 8月 8日，曹瑰因不堪忍受产生杀死
王某的想法，并于次日购买一把菜刀
藏于宿舍床上。同年 8 月 12 日凌晨 3
时 50 分许，曹瑰趁王某熟睡之际，在
宿舍内持菜刀砍击王某左侧大腿，王
某惊醒后呼救、逃跑，曹瑰又持菜刀
追赶，在宿舍门口砍击其右侧大腿致
其倒地。此时，曹瑰见邻居章某用手
机报警，因担心王某被救活，再次取来
一把水果刀对其腹部实施捅刺。后王某
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曹瑰在

现场被公安人员带走。
公诉机关认为，曹瑰因受家庭暴

力，故意杀人，致人死亡，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曹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
实予以承认。她供称，自己与被害人王
某于2014年2月开始同居。当年端午节
后，王某常以心情不好、生活习惯不合
等原因对其拳脚相向，最严重的一次伤
害是王某因为琐事争吵后将曹瑰带至山
上进行殴打，至曹瑰腿部受伤无法行
走。“他还说自己精通法术，常以封建
迷信的语言恐吓我和我的家人，时不时
地说要置我们于死地。”

曹瑰对于王某的“法术”深信不
疑。她称自己曾多次提出分手，但由于

王某以杀死其全家人相威胁，最终选
择了放弃。

有一次，曹瑰逃走未成，王某换
掉曹瑰手机卡，删除其手机上的
QQ、微信及所有手机联系人号码。
通话记录显示，那之后曹瑰手机联系
人基本只有王某。

同时，曹瑰称自己在银行卡里有
43000 元的积蓄，全部被王某控制。
8月12日案发前夕，曹瑰未经王某同
意向母亲汇款 3000 元，王某得知后
对曹瑰进行殴打，终致曹瑰不堪忍
受，于次日凌晨杀害王某。

庭审中，曹瑰一直重复这样一句
话：“我真是走投无路了，谁都解决
不了我的问题。”

该案尚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
缴费基数，关乎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
然而，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某锰业公司
在缴纳保险费时，未按照职工实际工资
缴费，以致出现工伤事故后，受伤职工
未能足额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近日，万
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工伤保险待遇
纠纷案，判决由某锰业公司对差额部分
承担补足责任。

2009 年，吴某应聘到万山区一锰
业公司工作，该公司按照地区职工平
均工资 2231 元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
2011 年 7 月，吴某在工作过程中受
伤，经认定为工伤，等级为九级伤
残。此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
果。经劳动仲裁和法院一审、二审审
理后，某锰业公司向吴某支付了医疗
费、停工留薪费、护理费、生活费、

交通费、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还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报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0079
元，并支付给了吴某。

今年 1 月，吴某再次将某锰业公
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其补足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的差额部分，理由是该公司
只按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2231 元申报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原告仅获赔 20079

元。而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
定和伤残鉴定结论，一次性伤残补
助 金 应 当 按 照 本 人 的 实 际 工 资
（4226.28 元×9 个月） 计算，共为
38036.52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遭受事故
伤害，已被认定为工伤，依法应当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某锰业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应当以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
总额为标准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
工伤保险费。因该公司未按实际工资
缴纳社会保险费，致使吴某未能足额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获得的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降低。因此，应当按照吴某
的实际工资标准计算工伤待遇，对工
伤保险基金按照缴费工资支付后的差
额由用人单位补足。

（姚 恺）

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
员 杨长平 胡婷婷）因不服交警对
其在禁停路段未熄火停车而作出的处
罚决定，陈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
政处罚。在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后，陈先生提起上诉。近日，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 年 10 月 10 日 14 时 41 分，
厦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系
统拍摄到陈先生驾车在思明区某路段
停放，因该处设有禁止停车的交通标
线，遂将该违法行为信息录入厦门市
公安交通技术监控管理系统。监控照
片显示，车辆停放处的路侧划有黄色
实线。于是，交警部门于2014年4月
10 日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陈先生
违法停车，决定予以100元罚款。

2014年6月，陈先生因不服处罚
决定，向交警部门申请复议。2014
年 8 月，复议结果维持原处罚决定。
陈先生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
院撤销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

陈先生诉称，自己驾驶车辆已经
经过禁停路段，由于路口有停车让行
标识，因此自己是依法停车观察路
口，属于正常驾驶行为，不存在违法
行为。交警部门因为其停车 10 秒就
作出处罚决定过于草率，停车 10 秒
只能证明“停留”，而不是“停放”，
要证明“违法停放”需要更长时间。

交警部门辩称，监控照片证明
并未如陈先生所说其已驾车经过禁
停路段。事发当时，陈先生停放的
道路设有明显的禁止停车标线，标
记有黄色实线。该处不得停车，车
辆在此停车的行为构成了违法停
车。交警部门同时指出，拍摄两幅
机动车特征图片的间隔时间为 12
秒，根据相关监控照片，能很清楚
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码、外观等
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
足以证明违法行为。

一、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监控照
片显示陈先生所驾驶的小型轿车的确
停放在路侧划有黄色实线的禁停路
段上。据此，交警部门根据监控记
录资料认定陈先生实施了违反禁止
标线指示停放车辆的行为，并对该
机动车所有人即陈先生作出涉案交通
行政处罚于法有据。遂先后作出上述
判决和裁定。

路边违停12秒吃罚单
车主起诉交警被驳回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谌福荣认为，
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
通技术监控资料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处理的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原告“路边停车 12 秒”即被处
罚是否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
如何理解“禁止停车标线”的含义。

谌福荣说，道路交通标线中有两种
禁止停车标线，一种是禁止长时停车
线，为黄色虚线，一般施划于道路缘石
正面及顶面，无缘石的道路可施划于路
面上，其用以禁止路边长时停放车辆，
一般情况下允许装卸货物或上下人员
等临时停放；另一种则是禁止停车线，
为黄色实线，施划方式同禁止长时停车
线，其用以指示禁止路边停放车辆。而
从本案监控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先
生车辆停放位置的路侧划有黄色实线，
即表示该路段禁止路边停车，包括禁止
短时或长时停放车辆。因此，陈先生违
法停车的事实清楚。

■法官说法■
准确理解“禁止停车标线”

法庭庭审质证后，公诉人、辩护
人、合议庭分别就自己的疑问向专家
进行了发问，家庭暴力问题研究专家
陈敏对家庭暴力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家
庭暴力受害人的受暴经历与其最终实
施严重暴力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等专门知识，以及家庭暴力是否应当
包括同居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专业意
见。

陈敏指出，家庭暴力形式除了身体
暴力之外，还包括精神暴力、性暴力和
经济控制等。“如果受暴者相信，用常人
所不相信的法术杀人来进行威胁也是
暴力形式之一。而且发生过暴力后，施
暴者一旦出现愤怒的表情，一个眼神或
一抬手都会对受暴者产生影响，联想到
受暴经历，给受暴者的感受就是‘如果
你不听话，暴力就会发生’。”

陈敏说，家庭暴力不仅仅发生在
具有婚姻、血缘、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
间，也存在于同居恋人、离异夫妻、父
母子女之间，且发生率更高，后果更严
重。受限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社会
观念，受暴妇女报警比例非常低。当
殴打的频率达到一定程度，在忍受不
了而又无法逃走时，受暴妇女往往会
选择要么自杀，要么杀死施暴方。而
且由于家暴具备很强的隐蔽性，受暴
妇女因羞耻心等原因还会对外隐瞒受
暴情况；施暴者为了自己的社会评价
也会隐瞒暴力行为，并控制受暴者对
外隐瞒，所以在家暴案件中证人很少。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结合专
家当庭的解答，就该案被告人的犯罪
原因、犯罪心态、被害人过错、量刑考
虑因素等发表了辩论意见。

据了解，温州中院在今年 3月 5日对
《意见》发布后的首起引入专家作证的家
暴刑事案件进行了当庭宣判，妻子姚某
因受家庭暴力而故意杀死丈夫，被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那是陈敏第一次作为专
家证人走进温州中院的法庭。

“这起案件的暴力有两大非典型之
处：一是发生于同居关系的男女之间，
而非婚姻家庭关系中。二是男方的暴力
形式也不同于以往，是采用经济控制、

利用封建迷信相威胁等方式，是否构
成家暴，法官比较缺乏这方面的专业
知识。所以我们请了专家证人来答疑
解惑，以便对案情有更明确的认识，
在审理时有个参考价值。”该案审判
长、温州中院院长徐建新说，温州中
院最近刚刚出台专家证人制度规范。

全程旁听该案庭审的全国人大代表
孙晓梅也是全国女性学专家，她认为温
州中院引进专家证人制度非常好。

“我国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还在不断
发展中，从上世纪90年代认为只有丈夫
打老婆才是家暴到后来打老人、小孩，
现在发展到同居关系中的家暴，一步步
发展中，社会也有个认识过程。温州中
院一直在探索创新，从2012年成为反
家暴试点法院，到现在引入专家证人制
度，让专家走进法庭，发挥专家作用。
以往家暴问题研究专家只能干着急，没
办法把专家意见传递到法制建设中
去。”孙晓梅说，请来专家作证对于遭受
家暴的弱势群体来说是个帮助，无论是
施暴方还是受暴者都是一次心理疏导，
也有利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更准确地
理解家庭暴力。

■新闻链接■
专家作证有助于保护受到家暴的弱势群体

■庭审亮点■
专家证人出庭协助查明家暴问题

本报讯 （记者 袁有玮 通讯
员 郝光华 马振义）近日，青海省化
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妨害公
务案，被告人韩宝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12月 18
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王宝玉、马建海、马春光、任闻章等 4
名干警到循化县积石镇丁江村向被执行
人韩宝忠送达执行决定书和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告知书，向其家人说明来意后，
韩宝忠突然回家，不分青红皂白就用木
棒对 4名干警进行殴打，造成 2名干警
受伤。在木棒被夺下后，韩宝忠又持砍
刀进行威胁，后逃离现场。受伤干警当

晚被送往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公
安局技术室法医鉴定，2名干警的伤
情为轻微伤。

“12 · 18”事件发生后，当地公
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经 20 天的
努力，将犯罪嫌疑人韩宝忠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宝忠
以暴力方式阻碍法院执行干警依法执
行公务，致使2名干警轻伤，其行为
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
名成立，遂作出如上判决。

茶叶随意添加西洋参
生产商被判十倍赔偿

打伤法院干警 暴力抗拒执行

青海化隆一村民妨害公务获刑

聚焦劳动争议案件审判

未按职工实际工资缴纳保险费

用人单位被判补足工伤待遇差额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21日（总第6326期）

李明:本院受理张杰申请执行李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深罗法执二恢字第 115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4)深罗法执二恢字第
115号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何世荣、赵绍强、沙碧娟：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0）贺民一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受理的何世荣申请执行赵
绍强、沙碧娟民间借贷一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1）贺法执字第 17号、第 17－1号执行裁定书
及广西华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华元房估字（150318－1）号房
地产评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建卫：河北汽贸邢台运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

文书执行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16日向你公告送达（2013）邢
执字第26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执行裁定书、查封令已
发生法律效力。并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二个周四上午10时（遇
节假日顺延）来本院司法鉴定处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我院
将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河北]邢台县人民法院

苏定开、刘初红：本院受理黄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人黄涛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港民一初字第00110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黄石港执字第00194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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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苏定开、刘初红：本院受理华克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华克俭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港民一初字第00109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黄石港执字第
0018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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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汪子遗、刘春花：本院受理刘雪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刘雪梅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港石民初字第00288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黄石港执字第
00193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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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余同来、雍腊梅：本院受理瞿金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瞿金莲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港胜民初字第00059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黄石港执字第
0010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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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孙治虎、万金花：本院受理芦美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芦美金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港民二初字第00079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黄石港执字第
00151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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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张文兵：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长沙市岳麓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申

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张文兵、易爱吾征收社会抚养费一案，已审理终
结，准予执行岳天人口征决［2014］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岳非执审字第00062号行政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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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谢伟杰：关于申请执行人马浩恒申请执行你的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15）开执字第00330号执行
决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2015）开执字第00330
号执行决定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并自公告期满后次日将你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许雪洁：本院在执行高翔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告知你，因你拒不履行本院
（2014）中民初字第 214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于
2015年 4月 21日依法扣押的你所有的牌号为辽B82C52小型汽
车一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已告知。本院将于
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四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3
楼2室进行摇号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再办理。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寰联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深耀光电（大

连）有限公司与你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4）西民初字
第39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拒不到庭，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西执字第457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于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偿还申请人深耀
光电（大连）有限公司服务费98500元及迟延履行金：承担案件诉
讼费合计2840元：承担案件执行费1420元。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赵运山、王春彦：本院执行唐玉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依据已经生效的本院（2013）瓦民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瓦执字第1571号执行裁
定书和辽同房地估字（2015）第20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三日（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3楼2号听证
室选择本案拍卖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随机选
定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黄家勤：本院受理张秀兰申请执行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阿右执字第59号执行通知
书、（2015）阿右执字第 59-1号民事裁定书、（2015）阿右执字第
59号罚款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人民法院
唐先华：本院于2015年5月5日立案执行（2015）金牛执字第

1013号案件，执行依据为（2015）金牛民初字第 472号民事调解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你应协
助刘平办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黄金东一路99号10栋2单元3层
5号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承担案件执行费 50元。该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杨东明：本院于2015年4月16日立案受理赵永瑞申请执行

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办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科
苑中街54号3栋3单元2楼4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案件受理费300元及利息。执行费100元。因在执行
过程中无法查找你的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牛执
字第 88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送达届满之日起3日内按生效法律文书（2014）金牛
民初字第 12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赵勇、赵紫粤：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金
牛民初字第 1844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立案受理
王孝芳申请执行你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牛执字第 71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在收到本通
知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协助王孝芳办理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科苑中街 103号 5栋 2单元 3楼 5号房屋的
过户手续。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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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州 5月 20日电 （记者 余
建华 通讯员 张茹颖）浙江省仙居县
一工艺厂老板王某欠下员工工资20万余
元后逃之夭夭，得知自己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才灰溜溜地回来自首。今天，王
某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仙居县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王某于 2011 年在仙居县安洲街道

开了一家工艺厂，主要生产木制工艺
品。2012 年有两个发往欧洲的订单出
现质量问题，没有收到货款。为维持厂
子的运营，王某四处举债，生意虽然稍有

起色，但还是常常入不敷出。从2014年
下半年开始，王某陆续拖欠70多名员工
工资20万余元。

2014年底，讨薪的员工来了一拨又
一拨，王某便逃到了云南昆明并换了手
机号码。发现王某失踪后，员工们纷纷

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仙居县劳动监
察大队责令王某限期支付拖欠的工
资，但王某仍拒不支付。直到今年 1
月20日，当王某得知此事已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后，才回来自首。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逃
避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
关部门责令支付仍拒不支付，其行为
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遂作出
上述判决。 （张茹颖）

拖欠员工工资20余万“跑路老板”获刑一年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因在生产的茶叶中非法添加西洋
参，福建的一家茶叶生产厂商被判退还
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2014 年 10 月，陈先生通过天猫商
城购得 40盒“山里人家人参乌龙茶”，
价值796元。该茶叶由福建的一家茶叶
生产商生产，网店上的产品介绍显
示，该茶叶的配料为乌龙茶、西洋
参。陈先生将其作为礼品赠送给朋
友，朋友饮用后出现身体不适，经了
解西洋参不属于食品，不能随意添
加。陈先生认为企业在生产茶叶的过
程中非法添加了西洋参，违反了法律
规定，该茶叶属于不合格食品，所以
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购货款并赔偿
十倍的货款。

吴江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食品
安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生产经营的
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
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的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
定、公布，而根据 《卫生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西
洋参属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
单，但不属于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
品名单。由此可知，西洋参不能随意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添加，而茶叶属于
食品，所以不能在茶叶中随意添加西
洋参。被告销售的涉案茶叶因为添加
了西洋参，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据此，法院判决退还货款 796
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7960元。

（徐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