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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万买辆二手法拉利竟系事故车

重庆车主状告经销商获赔720万元

南平宣判一环境公益诉讼案
为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例
由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0月30日（总第6478期）

申请人宁国市贤龙机电销售有限公司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
票[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柒月零贰拾日，汇票号码 40200051/
24608795，票面金额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安徽省宁国市华达
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宁国双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持票人
宁国市贤龙机电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安徽宁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贰零壹陆年零壹月壹拾柒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宁国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晶博电子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分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票 据 记 载 ：
4030005220066113，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2月14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7794元，出票人为厦门三
信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晶博电子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4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沁阳市兰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6108627、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人为舞钢中加
钢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9日、收款人为舞钢双宏
钢铁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9日、持票人为申请人、
付款行为郑州银行郑花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20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濮阳市农福农资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30500053 27317769、出票金额为柒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永城市
威宇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收款人为郑州
君子安商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21日、持票人为
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18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祥立化工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31300052

26092017、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菲格维尔商贸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3日、收款人为郑州恒达物资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2月3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
郑州银行互助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

00100062（22343475），出票日期为2015年3月25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5年9月25日，出票金额为贰佰万元，出票人为长沙宝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长沙新外滩支行，收款人
为湖南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湖南省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之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除权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鸿源盛世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10300052/25758305，票面金额为 500000 元，出票人为苏州安特
威阀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鸿源盛世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汾湖支行，最后持票人
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 7月 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
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兴金立机械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五张
丢 失 （ 编 号 为 31000051/25655505、31000051/25655506、
31000051/25655507、31000051/25655508、31000051/25655509 票
面金额均各为100000元，合计500000元），出票人苏州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付
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新区支行、持票人长兴金立机
械有限公司、背书人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吴江
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八条、第四百
四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4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省顺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为30500053 24620363，出票日期2015年9月10日，到期
日2016年1月6日，出票人为江西省丰云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
西省顺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付
款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0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省顺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为 30500053 24620364，出票日期 2015年 9月 10日，
到期日2016年1月6日，出票人为江西省丰云实业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江西省顺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
伍万元整，付款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10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茌平鸿博铝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为30100051 20672555，出票日期2015年7月3日，到期
日2016年1月3日，出票人为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山东联美汽车弹簧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捌千捌佰
叁拾捌元捌角整，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人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0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汇票一张，
号码为 10500043 20138975，签发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5日，提示付款期限自出
票之日起壹个月，汇票申请人为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车辆厂，收款人为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为2 850 000.00元，持票人为申请人。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8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德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
票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汇票号 31300052/
27758676，收款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票面金额贰拾万元，付款
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营业部）。后经多次背书，由陕西
延长三鑫特种房有限公司将该票据背书给申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门县亚享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
号10300052/21613583，出票人浙江尤恩叉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富阳市支行营业中心，账号19060501040011813，汇票
金额为20000元，出票日2016年7月2日，到期日2015年12月30日，
收款人临海市联俊工贸有限公司，账号为930301040001635。现申请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弘乐电气有限公司（原浙江弘乐电气有限公司）因遗

失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柳市支行银行汇票（出

票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汇票号码为1030004220988163，票面
金额为20万元，申请人为浙江弘乐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国网
四川招标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可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除除权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欧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为30200053/25415879，票面金额为2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
年8月10日，到期日为2016年2月10日，出票人为长兴山鹰顺达建
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兴山鹰顺达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中信银
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人中山欧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2月25日期
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弘丰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因持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杭 州 萧 山 支 行 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 签 发 的 编 码 为
3130005131234266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
人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鼎牛锻造有限公司，
背书人杭州鼎牛锻造有限公司）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4月9日止，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弘丰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因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
分行萧山支行于2015年9月28日签发的编码为3100005125761120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120000元，出票人杭州弘丰电子配件有
限公司，收款人玉环县长盛机械有限公司）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4月12日止，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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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 （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现就人民法院
2015 年 11 月 1 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
件，具体适用修正前后刑法的有关问题
规定如下：

第一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
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的，不
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第一款
的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的犯罪分子，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且
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以前故意犯罪的，
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

第三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一人犯数罪，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
和拘役，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
管制，予以数罪并罚的，适用修正后刑

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四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刑法第二百四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侮辱、诽谤行为，被
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
困难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
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实施的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
的虐待行为，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
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适用

修正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的规
定。

第六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组织考试作弊，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
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以及非法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考试试题、答案，
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罪、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
或者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等追究刑事责
任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但
是，根据修正后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

一的规定处刑较轻的，适用修正后刑法
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以
前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
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以伪造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
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有关规定。但
是，根据修正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
一的规定处刑较轻的，适用修正后刑

法的有关规定。
实施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

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根据修正前
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或者
贪污罪等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修正
前刑法的有关规定。

第八条 对于 2015年 10月 31日
以前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罪行极其
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
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
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可以罚当其罪的，
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
四款的规定。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
死刑缓期执行足以罚当其罪的，不
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
四款的规定。

第九条 本解释自 2015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
（2015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6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5〕19号
本报南平10月29日电 （记者

何晓慧 通讯员 兰礼源） 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立
案受理的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今天上午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令
四名被告在 5 个月内，清除矿山工
棚、机械设备等，恢复被破坏的
28.33 亩林地的功能，在林地上补种
林木，并抚育保护3年。如不能在指
定期间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共同
赔 偿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110.19 万
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损恢复原
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
于原地的生态修复，或异地公共生
态修复。

2015年 1月 1日，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环保法正式实施。根据其第
五十八条规定，依法登记、专门从事
环保公益活动5年以上且没有违法记
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
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原告自然之
友、福建绿家园率先就葫芦山植被被
毁坏一案，向南平中院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谢知锦、倪明
香、郑时姜和李名槊在南平市延平
区太平镇葫芦山上非法开采石料，
造成植被大量被破坏，请求法院判
令四人在原地恢复被毁林地植被，
并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
元。

此前，因其行为犯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三人
均被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刑
罚。

南平中院受理后，分别于今年 5
月15日和6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在
法庭主持下，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
围绕原告主体资格、被告的侵权责
任、生态环境功能损失的适用、第三
人的民事责任等焦点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调查和辩论。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自然之友
和福建绿家园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
动已满5年且无违法记录，可作为公
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同时查明：被
告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在采石
中非法占用林地 19.44亩，被告李名
槊在将矿山转让给三人前已占用林
地 8.89 亩。四人先后共占用林地
28.33 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
坏，其行为具有共同过错，构成共
同侵权，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原地
植被、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法院
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案审判长、南平中院副院长林
东波告诉记者，作为新修订的环保法
实施后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本案判决对今后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他表示，该案审理中，不仅公
益诉讼主体的条件相对规范，更引入
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让判决结果更
加专业公正，从而凸显司法在生态环
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南平市生
态环境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媒体记
者等近百人旁听了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166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10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重庆 10 月 29 日电 （记者
陈小康 通讯员 杨 枫）闹得沸沸扬
扬的重庆二手法拉利豪车案,今天在重
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
被告在销售汽车过程中存在欺诈为由，
撤销原、被告签订的《二手机动车买卖
合同》，并按退一赔一的标准，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购车款及赔偿款合计720万
元。

2013 年 8 月 14 日，原告龚军与被
告重庆骏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360万元
向被告购买一辆“法拉利 458ITALIA”
二手车。今年春节，龚军发现这辆车是
事故车。多次协商无果后，龚军一纸诉
状将销售商告上法庭。

渝北法院立案后，依法由2名审判
员与 3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于 8
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二手
机动车买卖合同》载明被告重庆骏东汽
车销售公司系卖方、原告龚军系买方，

被告依法出卖车主为施焯荣的涉案车
辆。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的所有人
系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

由杭州骏意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完成
了车辆维修。而被告与上述两公司股东
完全一致，其后登记的车主施焯荣也系

上述三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上，被
告应该知悉涉案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及
维修等事实。

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
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 《二手机
动车买卖合同》；被告于判决生效次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购车款 360 万
元，原告于判决生效次日起十日内返
还被告牌号为渝A620A6的法拉利小
型轿车；被告于判决生效次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赔偿款360万元；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无证自制假药出售，加工病死猪冒
充合格生猪销售，对工业盐进行灌装变
成食用盐，购进假冒“伟哥”贴个牌便可
牟取暴利……与百姓生活、生命健康息
息相关的食品、药品总是因质量问题而
让人倍感忧心。10月29日，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选取了近年
来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批重大典型案
例进行了通报。

据悉，2014 年以来，湖南法院共审
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163 件
215人。其中，生产、销售假药案件87件
120人，占53.4%；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
标准的食品案件 27件，占 16.5%；生产、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食 品 案 件 42 件 ，占
25.7 %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案件7件，占4%。

工业盐灌装成食用盐销售

被告人龚鑫自 2013年 3月以来，多
次从长沙连庆伦处以每件 65元的价格
购进用工业盐灌装的“雪天”牌绿色加
碘精制盐，后按每件80元的价格转卖给
聂淑军，共计 20 余吨，涉案金额 7 万余
元。聂淑军再加价在益阳市赫山、桃江
等地销售。经湖南省盐业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检验，从聂淑军租用仓库内提

取送检的盐不符合绿色食品食用盐标
准，此批盐不合格。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龚鑫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足以引起碘缺乏病等食源性疾病，已
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2万元。宣判后，龚鑫提出上诉，益阳
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毒杀土狗出售供他人食用

2013 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邓华
江、李勇、付国强等在宁乡、桃江等地使
用含有氯化琥珀胆碱的麻醉飞镖注射器
和弓弩毒杀土狗，然后将死狗销售给被
告人黄立祥等，供人食用。黄立祥在家
自建冷库，以每斤4元至4.5元的价格收
购死狗，将死狗脱毛后集中冷藏，再以每
斤5.2元至5.5元的价格销售给贺应安等
人。另查明，2013 年下半年以来，被告
人付国强网购含有氯化琥珀胆碱的毒针

打狗，并以 4 元至 4.5 元不等的价格将
100余支毒针卖给李勇用于打狗。氯化
琥珀胆碱是一种肌肉松弛药，属法律、法
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
用的物质。

宁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
被告人的行为已经分别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遂依法判处上述被告人一年零六个
月至四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处相应罚金。

销售假“伟哥”药丸裸片

被告人李茂芹自2008年4月开始从
山东等地购进假冒“伟哥”等性保健品，
在其经营的保健品店内销售。2012 年
10月至2013年6月，李茂芹先后16次从
被告人李洪杰处以每粒0.16元至0.45元
不等价格购进黄色胶囊、黑色片剂等形
状的假伟哥药丸裸片，共计 203900 元。
另李茂芹在浙江义乌购买十鞭粒、蚁力

神等十余种外包装，自行进行包装，每粒
加价0.2元至0.4元，通过送货上门、来店
取货、物流托运等方式销往湖南娄底、长
沙等地的众多性保健品店，销售金额共
计109万余元。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茂芹、李洪杰的行为均已构成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李茂芹有期徒刑
十二年零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
处罚金 100 万元；判处李洪杰有期徒刑
七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

无《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自
制药品出售

被告人张学友于 2004 年取得 《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在湘西家中开
设名为“振兴民族医”的联合诊所，诊
疗科目是民族医学科，先后聘用吴卓、
陈明月、张优红为诊所工作人员。张学
友在未取得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生产、

销售该诊所自制、自命名的散剂药和
丸剂药，经现场、网上看病后以现场
派发和网购、邮购的方式将药销售给
患癌症、颈椎病、风湿病、男科、妇
科、心脏病等各类疾病的患者。为方
便制药，张学友于 2006 年指使他人
买来粉碎机、制丸机、烤箱等设备，
尔后根据自己开出的药丸配方，加工
制成“正前”、“四海”、“双夏”、“三
消”等十多种自命名的丸剂药。除现
场收费外，张学友以银行转账和汇款
方式获得售药款达140万元。被告人
吴卓、陈明月、张优红等在“振兴民
族医联合诊所”工作期间，负责购买
原材料、制药、登记病历、为病人取
药发药、搬药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后认为，四被告人的行为均
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依法判处被告
人张学友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230万元。

鉴于人吴卓、陈明月、张优红系从
犯，可减轻处罚，且认罪态度好，对三
人均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同时禁止被告人吴卓、陈明月、张优红
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
及相关活动。

护卫“舌尖上的安全”，司法不能缺席
本报记者 禹爱民

本案中，被告系独立法人，其应当知
道涉案车辆系事故车且应当告知原告，
却未告知，应推定其主观具有故意隐瞒
涉案车辆系事故车的事实。因车辆发生
了事故影响购买人作出购买车辆的意思
表示及购买价格，车辆不影响使用也会
给买受人造成损失，影响买受人作出真
实意思表示，故被告的辩解理由法院不
予采纳，依法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合
同时存在欺诈，该合同应予以撤销。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
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
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原、被
告均负有互为返还义务，被告依法应向
原告返还购车款360万元，原告因合同
而取得的涉案车辆处于正常使用期间，
可以返还原物，返还时应当使该车外观
良好，具有通常的使用性能。

因被告的欺诈行为发生于双方签订

买卖合同时即 2013 年 8 月 14 日，根据
199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一倍”，被告应当向原告进行惩
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为原告购买涉案车
辆价格的一倍即360万元。

原告主张适用2013年10月25日修

正、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的新消
法第五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的规
定，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相悖，法院
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原告非为生活消
费所需而购买涉案车辆，但未举证证
明，不予采信。对于其辩称的本案应
适用《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而非消
法调整的观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
采纳。

■法官说法■ 为何判决“退一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