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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法官说法■

涉嫌受贿1500余万元

宁夏国资委原主任出庭受审

私自外出两月
缓刑犯被收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5日（总第6400期）

广东世联实业（集团）公司债权人：本院审理的广东世联实
业（集团）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现定于 2015年 8月 18日上午 9时
整在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滨大道北湛江国际会展中心商务会
议四楼20号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请各位债权人于当
日上午8时30分到场签名领取会议资料及入场券并入场参加会
议。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对清算组提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
行现场表决，请各位债权人务必参会，如需委托代理人的请提前
办好授权委托手续。联系电话：0759-2398086，联系人：梁冰。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深中法破字第72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盐田支行的申请于2015年7月2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中联信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深圳市中联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9
月12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1号中
电信息大厦18层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518034;联系人:
韦李红;联系电话: 0755- 82947395、13570855737;传真:0755-
829475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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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深圳市中联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深圳市中联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5年9月23日下午16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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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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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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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深中法破字第95号 本院根据郑志城的申请于2015年

7月14日裁定受理深圳市维纳诗床上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深圳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深圳市维

纳诗床上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9月12日前向该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永通大厦12楼B座;
联系人:瞿渊、周俊;电话:0755-83454606;传真:0755-82834207;邮
政编码:51800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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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深圳市维纳诗床上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深圳市维纳诗床上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9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受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院于 2007年 10月 31日作出（2007）槐民破字第 2号民事

裁定，依法受理济南鲁军工程总队申请破产还债一案，并指定济
南鲁军工程总队破产清算工作组为破产管理人。2008年 4月 16
日，我院作出（2007）槐民破字第2-2号民事裁定，宣告债务人济
南鲁军工程总队破产还债。现济南鲁军工程总队已关闭，债务人
财产已分配完毕，职工已安置妥当。我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
（2007）槐民破字第2-9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盛特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
月13日裁定受理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
并于2015年7月13日指定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重
整清算组担任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山西
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5年 10月 28日
前，向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办公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店二楼联盛
厅；通讯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盛大酒店；
邮政编码：033300；联系人：白永平，联系电话：15235852817；联
系人：梁四元，联系电话：18935168488；联系人：王旭琴，联系电
话：15935800207；联系人：薛艳，联系电话：18734920067）。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
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柳林联盛陈家湾煤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盛特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月
13日裁定受理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7月13日指定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重整清算
组担任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山西楼俊集团赵
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0月28日前，向山西楼俊
集团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办公地点：
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店二楼联盛厅；通讯地址：山西省吕
梁市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盛大酒店；邮政编码：033300；联系人：
白永平，联系电话：15235852817；联系人：梁四元，联系电话：
18935168488；联系人：王旭琴，联系电话：15935800207；联系人：薛
艳，联系电话：18734920067）。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
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楼俊集团赵家庄煤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盛特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
月13日裁定受理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
并于2015年7月13日指定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重
整清算组担任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山西
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5年 10月 28日

前，向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办公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店二楼联盛
厅；通讯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盛大酒店；
邮政编码：033300；联系人：白永平，联系电话：15235852817；联
系人：梁四元，联系电话：18935168488；联系人：王旭琴，联系电
话：15935800207；联系人：薛艳，联系电话：18734920067）。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
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柳林联盛龙门塔煤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盛特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山西磐龙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月13日裁定受理山西福裕焦化有
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 7月 13日指定山西福裕焦化有限
公司重整清算组担任山西福裕焦化有限公司管理人。山西福裕
焦化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0月28日前，向山西福裕焦
化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办公地点：山西省
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店二楼联盛厅；通讯地址：山西省吕梁市
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盛大酒店；邮政编码：033300；联系人：白
永平，联系电话：15235852817；联系人：梁四元，联系电话：
18935168488；联系人：王旭琴，联系电话：15935800207；联系人：
薛艳，联系电话：18734920067）。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
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西福
裕焦化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福裕焦化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盛特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柳林县瑞颜矿山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柳林县瑞昶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于2015年7月13日裁定受理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

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 7月 13日指定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
有限公司重整清算组担任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5年
10月28日前，向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办公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
店二楼联盛厅；通讯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
盛大酒店；邮政编码：033300；联系人：白永平，联系电话：
15235852817；联系人：梁四元，联系电话：18935168488；联系人：
王旭琴，联系电话：15935800207；联系人：薛艳，联系电话：
18734920067）。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
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
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西柳林联盛郭家山煤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柳林联盛郭家
山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7月13日
裁定受理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 7月 13
日指定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清算组担任山西泰联投资有
限公司管理人。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0
月28日前，向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办公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联盛大酒店二楼联盛厅；
通讯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清河西路18号联盛大酒店；邮政
编码：033300；联系人：白永平，联系电话：15235852817；联系人：
梁四元，联系电话：18935168488；联系人：王旭琴，联系电话：
15935800207；联系人：薛艳，联系电话：18734920067）。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条件行使权利。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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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省霍邱县一名
缓刑犯私自外出两个月，近日被
霍邱县人民法院撤销缓刑，收监
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20000元。

今年 1月 8日，霍邱县人民
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余某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
罚金 20000 元。余某在矫正期
间，于4月15日未经请假，私自
外出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
镇，期间无法联系。因余某未经
请假外出，无故不参加集中教育
和社区服务， 5月 21日、6月 1
日、6月19日，霍邱县司法局对
其作出三次警告。余某违反社区
矫正管理规定，脱管达2个月以
上。

6月30日，霍邱县司法局依
法向霍邱县法院提交了一份撤销
罪犯余某缓刑的书面建议。霍邱
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罪犯余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应当撤
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遂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七十七条第二款和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四
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依法作出
上述裁定。 （陈孝升）

本报梅州8月4日电 广东
省梅州市一市民利用微信平台接
受他人的“六合彩”投注。今
天，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终审维持一审判决：谢某犯赌博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5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 9
月，谢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某
赌博网站充当“六合彩”写票
员。谢某存入2万元现金取得信
用额度后从某网站申请一个 c88
会员账号。然后，谢某通过微信
等方式接受黄某、古某某、李某
（均另案处理） 等赌博人员投
注，利用 c88会员账号登录至某
网站，将投注款投注至该网站
内，并根据不同情况每注按照
1%、3%、13%不等的比例抽取
利润，以其在银行开设的银联卡
与投注人员进行投注金额及盈亏
结算。

同年 12月 1日 7时许，公安
机关在谢某家中查获其用于从事
网络投注的电脑、无线上网卡、
手机及“六合彩”投注记录本一
本共 40 张，该记录本记录赌博
人员购买的号码、投注金额，该
40张单据投注金额共131526元。

今年 2月 5日，兴宁市人民
法院以赌博罪一审判处被告人谢
某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 并 处 罚 金
5000 元。被告人谢某不服向梅
州中院提起上诉。

（黄义涛）

利用微信接受投注
梅州一男子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苍 宣） 山东省茌平县交警队职
工张某非法获取公民身份信息，出售
给不法分子用于盗取他人游戏账号。8
月3日，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对这起
案件作出一审宣判，以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十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以非法
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邹某、吴某、林某有期徒刑十个
月至一年零九个月不等。

张某原系茌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职工。法院审理查明，其于 2014 年初
开始，利用他人的数字证书在公安网
上查询、下载他人身份信息，并在明
知邹某、吴某、林某等人利用身份信

息盗取游戏账号的情况下，向三被告人
出售 1 万余条身份信息，从中获利
11000余元。

2014年 11月 24日，被告人张某主
动到山东省茌平县公安局投案，并退出
违法所得11000元，邹某、吴某、林某
也积极退出赃款。

法院同时查明，2014年2月，邹某
为牟利，以每条 25元至 35元的价格向
张某购买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龙公司）所开发
的《魔域》游戏玩家的身份信息100余
条，通过向网龙公司申诉等手段，多次
盗取《魔域》游戏玩家的游戏账号。邹
某非法获取游戏玩家的《魔域》游戏账
号后，将被盗账号内的游戏装备及魔
石、宝宝等虚拟物品变卖获利，共获利
2万余元。

同年4月，吴某利用从张某处购买
的身份信息，通过申诉等手段多次盗

取 《魔域》 游戏部分玩家的游戏账号,
将被盗账号内的游戏装备及魔石、宝
宝等虚拟物品变卖获利，共获利 6773
元。

同年 8月，林某通过《魔域》QQ
群向他人购买上百万组的《魔域》游戏
账号数据，经整理、筛选后用于盗号，
并利用从张某处购买的身份信息，通过
申诉等手段多次盗取《魔域》游戏部分
玩家的游戏账号，将被盗账号内的魔石

及游戏装备、宝宝等虚拟物品变卖获
利，共获利765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利用
其工作之便，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出售给他人进行牟利，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罪。被告人邹某、吴某、林某，
获取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
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系统中存储的
数据，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鉴于张某
有自首情节，且能积极退赃，可以从
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邹某、吴某、林
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且能积极
退赃，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
述判决。

本报讯 两只宠物狗咬死邻居家
900只鸡，狗主人认为受害人鸡窝有漏洞，
为狗进鸡窝提供了方便，要求为自己的赔
偿责任“减负”，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近
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这起
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维持一审判决，狗
主人张某赔偿受害人王志生37928.8元。

3小时找寻狗主人

王志生系海安县海安镇孙庄村 15
组养鸡户。2014年 11月 22日早晨，王
志生起床后，来到屋后鸡舍给鸡喂食。
打开鸡舍门，王志生大吃一惊，只见鸡
倒下一大片，到处是死鸡的血，两只狗
在鸡舍里吼叫。王志生赶紧退出鸡舍，
拨打了110。

警方到场后，请来专业人士。专业
人士抓住一只狗，另一只狗则逃脱抓
捕。警方进行了全程视频录像，录像中
鸡舍远端有一漏洞。事发后，各方当事
人对漏洞系原先存在，还是狗进出鸡舍
撕咬形成，说法不一。

警方经过3个多小时向周边群众查
访，找到同村相邻村民小组 74 岁的张
某 （男）。在警方出示证据后，张某只
得承认涉事狗为其所养。据张某陈述，
其饲养的两只狗为白色萨摩耶犬，一只
狗散养，一只狗拴狗链；前晚，拴养狗
挣脱锁链；其饲养的狗之前亦有钻他人
鸡窝的先例。

以漏洞为由抗辩“减负”

狗主人张某被通知到场后，警方进

行了清点、过磅。王志生的草鸡被咬踩
死亡近 900只，死鸡重量 2659.2斤。现
场清理结束后，狗主人张某将死鸡拉走
处理。此后，张某一直坚持认为王志生
有过错，要求为自己的赔偿责任“减
负”，但王志生不承认，因赔偿数额协
商未果而引发诉讼。

2015 年 1 月 22 日，经法院委托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确定王志生直接经济
损失 37228.8元。为此，王志生花去鉴

定费700元。
庭审中，被告张某反复声称，王志

生的鸡舍本身有漏洞，正是该漏洞的存
在，狗才能进入鸡舍。王志生作为管理
人，未能将漏洞及时堵住，与狗进入鸡
舍产生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王
志生应承担一定责任。

判决被告全额埋单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动物致

害责任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不考
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过错。被
告张某对其所饲养的狗未尽管理义
务，致使狗挣脱锁链窜至原告王志生
的鸡窝，导致王志生所饲养的鸡大量
踩踏死亡，作为狗的饲养人的张某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王志
生造成的损失。动物致害案件中，只
有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才能减免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的责任。张某称王志生的鸡窝本身
有漏洞而导致狗的进入，但现有证
据难以认定漏洞与事故存在因果关
系，况且漏洞因何产生存在争议，更
不足以证明王志生在管理中存在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故王志生在本案
中不应承担责任，张某的责任则不
具有减轻之理由。遂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
之规定，作出前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被告张某不服，提
出上诉。

南通中院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
维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焦作8月4日电 今天，河南
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对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的河南顺远投资公司沁阳分公司非法吸
储案进行宣判。该公司7名工作人员被
判处六年至一年零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顺远沁阳分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被告人安涛系负责人，被告
人丁根生、张金柱、拜新生以出资人身

份参与顺远沁阳分公司的相关活动，被
告人高燕系副总经理，协助安涛开展工
作，被告人龚玉玲、邹璐系投资部主
管。

法院审理查明，顺远沁阳分公司成
立以来，在未经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的情况下，由被告人安涛组织、指挥，
张金柱、丁根生、拜新生共同参与，高
燕、龚玉玲、邹璐等人根据各自分工，

通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并支付
高额利息，面向社会进行宣传，与社会
公众签订借款合同，向社会不特定人员
吸收资金，获取非法利益。具体实施方
式为：顺远沁阳分公司将吸收的存款转
到顺远公司账户后，顺远公司按月息三
分支付顺远沁阳分公司利息，顺远沁阳
分公司将月息三分拆分分别用于支付客
户利息、客户经理提成及顺远沁阳分公

司的收入。
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11 月 18 日，

顺远沁阳分公司共吸收566户公众存款
1.3135亿元，各被告人所吸收存款的对
象包括其亲朋好友及其他不特定对象。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安涛、张
金柱、丁根生、拜新生、高燕、龚玉
玲、邹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扰乱金融秩序，

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院遂依法判处安涛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判处张金柱
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25 万元；判处丁根生有期徒刑四年
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25 万元；判处
拜新生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 25 万元；判处高燕有期徒刑三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元；判
处龚玉玲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并
处罚金5万元；判处邹璐有期徒刑一
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对涉
案违法所得1.3135亿元，依法予以追
缴，发还集资参与人。

（张建忠 范献献）

该案承办法官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均对动物致害采取无过错责任
的归责原则。在责任的构成要件中，不
要求被告的过错，也不要求原告对被告
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如被告想减免
责任，要证明原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
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该法官指出，一般认为，只有在被
侵权人实施窃取他人饲养动物或者动物
饲养人、管理人已经对特定场所内有饲
养动物及其可能发生的危险予以警示，
并已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被侵权
人仍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该
特定场所等极端情况，才能够视为被侵
权人存在故意，并免除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的赔偿责任。重大过失主要是被
侵权人对他人动物实施挑逗、殴打等行
为，造成自己损害的情形。

该案中，被告张某以鸡窝漏洞要求
认定原告王志生存在过错，进而为自己
的赔偿责任“减负”。然而，双方当事
人对漏洞如何形成意见不统一，且张某
并无证据表明损害发生前漏洞已存在。

况且，即便漏洞事前存在，只能说其
为损害的顺利施行创造了一定便利条
件。条件不等于原因，条件上升为原
因往往要附加额外因素，很多时候附
加因素作用更大。因而，不能认定漏
洞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志
生对张某的狗并未实施窃取、挑逗、
殴打等行为，不存在认定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特定行为。综上，被告张某
声称的漏洞不能升级为减免责任事
由，其“减负”主张不能成立，应赔
偿原告王志生全部事故损失。

（梁慧珠 钱 军）

宠物狗一夜咬死邻居900只鸡
狗主人称鸡窝有漏洞要求减免责任未获支持

饲养动物致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河南一投资公司非法吸储1.3亿余元
７名工作人员获有期徒刑

茌平交警队职工出售公民身份信息获刑
另有三人利用涉案身份信息盗取游戏账号同时被判刑

本报银川8月4日电 （记者 赵
霞）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黄宗信涉嫌受贿案
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宗

信利用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
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自 2008 年 3 月至
2013年7月，先后多次以找工作、提供帮
助等理由非法收受邱某某给予的人民币

5万元、李某某给予的人民币2万元、冯某
某存有90万元的银行卡、肖某某给予的
以孙某名义持有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 200万股（价值人民币 612万元）
和1000克黄金（价值人民币28.68万元）、
陈某某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邵某某代

宁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
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冯某某给予的人
民币260万元、刘某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
元、马某某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张某某
给予的人民币500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
1582.68万元（其中612万元未遂）。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在法庭的
主持下控辩双方当庭进行了举证、质
证和辩论。社会各界群众旁听了案件
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期宣
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