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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法官说法■

“行政权力傲慢”遭司法当头一棒

南通一街道办诉讼“任性”两次败诉 耄耋老人出手打人反被推倒
物业经理过失致死获刑一年

“高级白领”频陷劳动争议纠纷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0月29日（总第6477期）

本院根据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8月19日裁
定受理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5年8月19日
指定安徽九华律师事务所为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池州市
滨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2月10日前，向池州市滨江
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南路商会大
厦八楼；邮政编码247100；联系电话0566-2038899)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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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滨江置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池州市滨江置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2月10日上午9时
在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第十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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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合泰亨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 10

月21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太湖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5年10月21日指定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深圳市太
湖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5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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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室；
邮 政 编 码 ：518034；联 系 电 话 0755- 82947528，13600159191，
18680357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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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太湖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太湖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2月11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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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受权代理
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10月22日，本院依法裁定受理河北金隆水泥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金隆公司）申请重整一案，并指定管理人。金隆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5年12月2日前,向管理人（地址:金隆公司管理
人办公室,电话：15612923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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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本院定
于2015年12月11日上午10时在金隆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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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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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隆尧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桥支行的申请于
2015年9月29日裁定受理江苏润禾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禾公
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天哲（宜兴）律师事务所担任润禾公司管
理人。润禾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1月10日前，向润禾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宜兴市和桥工业集中区创业大道2号润禾公司公司内；邮政编
码：214211；联系人：施国华；联系电话：13801538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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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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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禾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润禾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6年1月20日上午9时在宜兴市人民法院审判庭大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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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会议时，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四川瑞象农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9月21日裁
定受理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0
月13日指定四川中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四川元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
12月15日前，向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四川
省德阳市黄河东路 241号；邮政编码：618000；联系电话：0838-
2553322、18782933507、1356823455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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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及地点，本院另行通知。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浙江汇成机电设备成套服务中心大厦有限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
裁定终结浙江汇成机电设备成套服务中心大厦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根据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衢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担任衢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管理人。衢
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于2015年12月1日前，向衢
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衢州市衢江区沈家通
浦 路 10 号 凯 辉 宾 馆 4 楼 ；邮 政 编 码 ：324000；联 系 电 话 ：
1351140121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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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衢州市天杭人造板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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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邵新观的申请于2015年10月10日裁定受理嘉
善振华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0月21日指定浙江
海威特律师事务所为嘉善振华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嘉善振华木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12月20日前向嘉善振华木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北路192号五
楼，浙江海威特律师事务所，邮编：314300，联系人：俞志光律师，电话：
13706833549、0573-8603119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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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振华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2月3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3101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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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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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嵊州市天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6月17日
作出（2015）绍嵊破（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嵊州市天
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债务人嵊州市天宏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债权人应在2015年12月4日之前，向嵊州市天宏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
即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绍兴市中兴北路601号好望大厦2幢
19楼，邮编：312000，联系人：王竹青，电话：13735205181）申报债权，并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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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天宏制衣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5年12月
10日9时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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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 [浙江]嵊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嵊州市天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6月
17日作出（2015）绍嵊破（预）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
人嵊州市天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债务人嵊州市凤凰服装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的申请。债权人应在2015年12月4日之前，向嵊州市凤
凰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即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绍兴市
中兴北路 601号好望大厦 2幢 19楼，邮编：312000，联系人：王竹
青，电话：13735205181）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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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凤凰服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5年12月10日9
时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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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 [浙江]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深中法清(预)字第 2号 深圳市康迪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深圳市金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强制清算，因
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和听证通知书。申请
人称:申请人对你司依法享有债权，你司已被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且未依法清算，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强制清算。如你司
对强制清算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7日
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6年1月7日10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
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本院根据林换的申请，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2015）嘉民二

(商)清(算)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捷塑精密模具
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855号32楼、电话：021-58369977，联系
人：裔沁玮）。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捷塑精密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公司法定
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移交
账务账册、报表、印章等资料。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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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娄银生 通讯员
刘海燕 缪丽娟）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某街道办事处因同一申请人不满其政府
信息答复，两次被诉至法院，第一次败
诉后本应吸取教训，但在第二次被推上
被告席后，既不按规定时间举证、答
辩，也没有行政负责人出庭，甚至连普
通工作人员也未露面。近日，南通市港
闸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
案作出判决，认为某街道办事处法定期
限内不举证、不答辩，视为没有证据，
再次判决其败诉，并撤销其此前作出的
答复书。

家住南通市崇川区某街道办事处三
桥村的居民李其华面临拆迁，为了解相
邻已拆迁地块居民的补偿标准、补偿结
果等信息，2014 年 11月，他向街道办
事处申请公开纬十三路建设项目范围内
拆迁工程民房面积补偿结果公示表，以
判断政府拆迁是否做到了公平公正。12
月底，李其华收到某街道办事处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告知他所申
请公开的拆迁结果补偿信息“属于个人
隐私，根据规定不予公开”。原因是

“信息涉及其他拆迁户的家庭、财产，
房屋面积、补偿结果属于公民个人的财
产隐私，不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范
围”。且李其华不是纬十三路建设项目
的拆迁户，政府无需向其公开。

今年3月，李其华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撤销某街道办事处的信息公开答复
书，并重新作出答复。按照“民告官”
案异地管辖原则，南通市港闸区法院受
理了此案。

经开庭审理，合议庭法官认为，政
府主导拆迁应在阳光下进行，公示拆迁
补偿面积对促进公开公平拆迁有积极促
进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以及立法本意，与房屋
拆迁有关的决定、公告、补偿方案、面
积等涉及到拆迁户利益的信息，都应当
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某街道办事处以
补偿结果涉及个人财产隐私为由不予公
开，理由不能成立。今年5月，港闸法
院判决某街道办事处撤销对李其华作出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在
15天内重新进行政府信息答复。

对此，某街道办事处拒不纠错，第
二次给李其华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
复书》 依然是“案涉信息涉及个人隐
私，不予公开”。理由是“其他拆迁户
不同意公开”。

“民告官”，赢了官司却没能赢得
结果，李其华决意“死磕”到底。今年
6 月，他再次向港闸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撤销被告某街道办事处第二次
作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并判令某街道办事处公开纬十三路建设
项目的民房面积补偿结果。

港闸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事实认定清楚是被诉行政行

为合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楚的事实
必须要有证据予以证明。在“民告
官”案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应当
提供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
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视
为没有相应证据。鉴于某街道办事处

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被
诉答复的任何证据材料，所以造成
审理法官对李其华所申请公开的补
偿结果是否应当公开，无法直接作
出判断，直接判决某街道办事处公
开案涉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对李
其华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

港闸法院最终判决，撤销某街
道办事处第二次为李其华作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责令
其在判决生效 15 日内重新作出答
复。同时驳回李其华要求判决某街道
办事处公开拆迁补偿结果公示表的诉
讼请求。

本报北京 10 月 28 日讯 （记者
刘 岚 通讯员 杨炎辉） CEO 利用
职务之便谋取商业利益，公司未兑现员
工股权激励约定，公司单方安排总裁助
理待岗，负有保密义务且与公司签订有
竞业限制协议的员工离职后违反约定义
务……通常被认为是工作光鲜、待遇优
厚的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实际上
也时常与就职单位之间发生各种矛盾纠
纷。今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选取了近年来高管和高级
技术人员涉劳动争议诉讼的十大典型案
例进行了通报。

海淀区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核心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密
集。据海淀法院统计，2010 年至 2014
年，这类人员所涉劳动争议纠纷数量从
449件上升至1120件，占同年劳动争议
案件总量的比例从12.4%上升至27.1%。

法定代表人主张用人单位拖
欠巨额薪资，应全面举证

李某自 2005 年 1 月 21 日青云公司
成立时起便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任总经
理。李某主张青云公司2013年2月违法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长期拖欠其薪酬
共计234万元，通过诉讼程序要求青云
公司支付其2005年1月至2013年2月期
间工资差额共计234万元。青云公司经
法院公告传唤，无法定理由未到庭应
诉。李某则向法院提供了加盖有青云公
司公章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李先生
自 2005 年 1 月 21 日起到现在为青云公
司工作，月工资肆万元人民币整。中间
除个别月份外没有支付其工资，未发工
资数为贰佰叁拾肆万元”。此外，李某未
就欠薪事宜向法院提举其他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公司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身份有别于一般职
工，其劳动报酬和解聘事项均应由公司
董事会决定，如未设立董事会，则应由

股东会决定或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执
行。李某提交的《证明》中涉及到公司
对拖欠李某劳动报酬的自认，且数额巨
大。上述文件虽加盖有公章，但基于李
某职务与职权的特殊性，其对公司印章
的使用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因此，上
述证据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
据。李某针对于拖欠工资及解聘事宜，
并未提交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等
证据来佐证《证明》的真实性，故法院
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请。

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公司“易
主”时，前任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易发生
纠纷。鉴于法定代表人身份的特定性、
职权的特殊性，针对法定代表人向公司
主张权利时提举的证据，应当依照法定
程序，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核，根据法
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
进行判断。对于存有疑点的证据，在没
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
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劳动合同
的订立、保管，用人单位无需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2013 年 8 月,崔某入职明科公司任
副总经理，月工资 9000元，2014年 8月
离职，在职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崔某主张明科公司未与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违反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程序要求

公司支付其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期
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9万
元。

明科公司辩称，崔某兼任公司行政
人事部主管，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其
工作职责范围内，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责任在于崔某，并向法院提交了《文
件发放签收表》、《员工辞职手续办理
表》、《离职交接表》。其中《文件发放
签收表》显示崔某向行政人事部签发了
考勤管理制度，向技术部、商务部及车
间签发绩效考核制度文件体系及绩效考
核表等文件；《员工辞职手续办理表》
显示在技术部经理徐某办理离职手续
时，崔某在该表的分管副总意见栏及行
政人事部主管意见栏中签字确认；《离
职交接表》显示崔某的离职交接文件中
包括公司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崔某认
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法院审理认为，明科公司提举的证
据中所载内容，印证了明科公司所持崔
某兼任行政人事部主管、负责行政人事
工作的主张，同时，崔某也未提交证据
表明其曾提出要求明科公司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而明科公司予以拒绝。因此，
崔某要求明科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解释说，用人单位未与高管签
订劳动合同，高管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二倍工资
的，可予支持。但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该
高管的职责范围包括订立、保管劳动合
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该高管

的，则不予支持，否则很易滋生高管利
用签订劳动合同的职权，故意“不作
为”，企图从中牟取二倍工资的情况。
然而，若有证据证明此类高管曾向用人
单位提出签订合同而被拒绝的，仍可支
持该高管二倍工资的请求。

无故要求高管待岗降薪，用
人单位应全额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向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待
岗降薪决定或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如属违
法，则应依据劳动者的不同主张，承担
支付劳动者全额工资、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或者支付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的法律责任。

2012 年 11 月王某入职天石公司任
总裁助理，月工资标准为2万元。2013
年7月起天石公司安排王某待岗，并按
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生活费；
2013年9月天石公司以王某辱骂、威胁
领导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王某不
服，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天石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并按照每月2万元标准支付
2013年7月至今的工资。

天石公司表示，曾于2013年4月至
5月与王某就其离职问题协商，王某曾
同意最迟于2013年6月底离职，但因王
某未按约定办理离职手续故而公司要求
王某自2013年7月起待岗听候安排。天
石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会议纪要、协议书
等证据，但均未显示有王某签字，协议

书中亦未加盖公司公章。王某则称双
方确曾就离职问题进行协商，但没有
达成一致意见。天石公司为证明其解
除理由合法向法院提交了王某与该公
司总裁的谈话录音，该录音内容中未
能明确体现王某存在辱骂、威胁他人
的情形。

法院审理认为，天石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
利、履行劳动义务。天石公司主张曾
就离职事宜与王某达成协议，但未能
就此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因而天石公
司以王某未办理离职手续为由安排王
某待岗降薪的行为，确有不当之处。
同理，天石公司以王某存在威胁、辱
骂领导等行为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但提交的录音证据未能体现出上
述内容，故法院确认天石公司作出的
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亦属违法。综上，
法院采信了王某的主张，确认天石公
司作出的待岗降薪决定、解除劳动合
同决定均属违法，故天石公司应与王
某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按照每月 2
万元的标准向王某支付后续工资 16
万元。

法官表示，因高管人员待岗降
薪、解除劳动合同而引发的劳动争议
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诉讼当中。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在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
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
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
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天石公司应
就待岗降薪的合法性以及解除劳动合
同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
相较于维权意识高、证据意识强的高
管人员，承担更多举证责任的用人单
位往往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也
对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水平提出较高
的要求，更进一步督促用人单位规范
制度管理和人员管理。

本报讯 小区物业经理带
队整治卫生环境时与一老人发
生口角，在抵挡对方拳头时，
不冷静推了对方一把，致老人
仰 面 后 脑 着 地 颅 脑 损 伤 而 死
亡。近日，该物业经理华某被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

身为70 后的华某是静安区
某小区物业经理。2014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华某
会 同 居 委 会 、 城 管 部 门 对 小
区 内 的 环 境 卫 生 违 章 现 象 进
行 联 合 整 治 。 当 他 们 整 治 到
该 弄 门 卫 室 旁 一 房 间 时 ， 见
小区居民顾老伯在房间门口堆
放着盆景、木板等杂物。因此
前 曾 多 次 要 求 顾 老 伯 进 行 清
理，华某等人便再向顾某宣传
政策，之后把违章杂物搬上清
运车。顾某见状开始骂人，还
将被搬上清运车的杂物取下。
见双方呈现僵持状态，华某等
便继续去了下一家。

据事后了解，顾老伯占据的
该房间，系小区业委会用房。因
小区居民均属同一单位系统，两
年前，顾老伯以家庭居住困难为
由擅自入住，但该房内一直没水
没电。顾老伯多次要求物业经理
华某接通水电，被华某以不属职
责范围为由回绝，就此双方“心
存疙瘩”。

就在华某等人去下一家整治
时，顾老伯又找上前来，提出为
他在该房办理户口簿及安装水
表，单独开立用水账户单，被
华某以同样理由拒绝。一同参
加卫生整治的居委会干部多人
看到，耄耋老人顾某声音很响
地说要打华某，华某也气愤地
说你打打试试看。话音未落，
顾老伯抡起左拳击打在华某的
右脸部，华某则顺势用右手推
了一下顾的上身，导致顾老伯
踉踉跄跄后退几步，重心不稳
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后脑撞击地
面。周围人见顾老伯倒地，赶紧
上前搀扶。这时清醒过来的华某
赶紧拨打 120，将老人送至医院
并向警方投案。

顾老伯入院一周后抢救无
效死亡，经鉴定死因为生前左
枕部与钝性物体作用致颅脑损
伤。案件审理中，华某向法院
预缴了赔偿对方家属的 10 万
元。法院认为，华某的行为已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死
者顾老伯有明显过错，华某犯
罪情节较轻且能投案自首，预
缴 赔 偿 费 用 ， 有 认 罪 悔 罪 表
现，法院遂从轻对华某作出缓
刑判决。

此案也让审理法官一声叹
息：这一死一领刑的悲剧本该可
以避免，却因死者的焦躁、华某
的不冷静出手而发生了。如果华
某能够再冷静些处理，同样能够
达到婉言拒绝的目的；如果耄耋
老人为人说话不那么强势，有要
求走正常途径解决，这一悲剧都
不会发生。

（李鸿光）

“在法定期限内通过举证和答辩，
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认定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是被告的基本义务。”港闸法院承办法
官称。

承办法官解释说，被告某街道办事
处针对原告的正常信息公开申请，在第
一次答复被判决撤销的情况下，仍以同
样的理由作出同样的答复，并在诉讼中
无视法定的举证、答辩及出庭应诉义
务，表明其法治观念极为淡薄，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急需提高。

那么，拆迁补偿结果该不该公开？
算不算个人隐私？法官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规
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
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其职责范围内
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
其中重点包括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
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
情况。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
征收或者征收土地、房屋拆迁的信息范
围并未作具体规定，但是从立法本意来
看，与房屋拆迁有关的决定、公告、补
偿安置方案、补偿安置地点、面积等涉
及到被拆迁房屋权利人切身利益的信
息，都应当属于该项规定主动公开的范
围。此外，从实施阳光拆迁的要求来
说，公示拆迁补偿面积对促进公开、公
平拆迁，统一拆迁补偿标准、激励被拆
迁户配合拆迁工作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促
进作用。因此，原告李其华申请公开的
拆迁补偿面积公示表，应当属于政府主
动公开的信息范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承
办法官指出，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
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公开。本案
中，原告李其华申请公开的内容，被
告某街道办事处以涉及个人财产隐私
为由不予公开。但从 《信息公开条
例》规定的内容来看，其中“补偿、
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显然也
会涉及被拆迁户家庭的财产情况，甚
或户人数，但该项规定却规定为主动
公开且是重点公开的信息范围。因
此，被告某街道办事处主张拆迁补偿
面积结果公示表涉及财产隐私、个人
隐私而不予公开的理由不能成立。

拆迁补偿结果该不该公开？算不算个人隐私？

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密集。据
海淀法院统计，2010年至2014年，高管所涉劳动争议纠纷数量从449件上升至1120件，
占同年劳动争议案件总量的比例从12.4%上升至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