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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上海宣判一起利用微信红包开设赌场案
四被告人分别获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1日（总第6510期）

陈瑞明：本院依法受理再审申请人雀巢产品有限公司与被
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原审第三人陈瑞明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知行字第124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罗传奇：本院受理原告张仁诉你、南通大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曹福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09）萨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马文川：本院受理原告郑礼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龙商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马文川偿还原告郑礼财借款63，5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廖洪林、周小燕、浙江万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彭金元诉被告廖洪林、周小燕、浙江万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万利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5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生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李小燕、牛万永、马琴：本院受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

州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扬开商初字第00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云峰；马红燕；宁德超；李波；李成波；沈小鹏；李兆坤；游

亚雷；李云海；李文龙；苏宁；甘刚刚；赵云；马生祥；赵永良；万
义；刘冬云；穆家文；李云秀；童卫国；刘大武；周芳；杨青生；潘启
梁；耿明飞；兰晓敏；兰晓凤；吴清民、舒淦；呼和浩特市博文海悦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熬日格乐：本院受理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十八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高茹；陈立；金立杰；王士勇；杨国帅；夏辉；吕光田；张冠军；田
向军；李忠彬；李前龙；曹昌；周刚；李善斌；何东；尹永刚；石军；李
翠翠；韩莉；杨金旗；赖其添；李晓琴；温才剑；侯令分；刘怀学；池亚
光；张道泽；刘莎莎；潘士勇；娄广卫；庞喜初；常生龙；殷猛战；何孔
德；马坤；韩刚；郭维存；王杭洲；谷长号；李永贵；唐欢欢；于国伟；
侯建峰；吴斌；崔亮；罗亚敏；高志业；李有臣；李永年；李绍荣；艾恒
群；河南科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庞辉；嘉峪关赛亚金屹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何玲：本院受理新疆广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四十九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荣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吴丹：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16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莘灿物资有限公司、郑英、汤明雄、上海曹安钢材交易
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16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杜玉鑫：本院受理原告邓月荣、周繁星、余小红分别诉你和
黎平霞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瑞昌市人民法院

吴江汇海纺织有限公司、滕银微、谢友成、吴江丹华纺织有
限公司、吴江市和泰化纤织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江市中
国东方丝绸市场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吴江市百
好纺织整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盛泽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陈济泽：本院受理王储诉你、衡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南]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吴立平、朱利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支行诉安徽天目兰普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易特电气有限公司、吴
立平、朱利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原野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徐余海：本院受理原告苏

州天和砼有限公司诉被告苏州博洋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合肥原
野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徐余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昂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马国宝、连忠妹、傅永德、连
凤仙、上海上川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市宜家
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3288号西漕大楼第十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港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上川钢材交易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市宜家置业有限公司、傅永德、连凤仙、余谊
文、周友香：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3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杨高中路3288号西漕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联金钢铁有限公司、郑声霖、林惠梅：本院受理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3
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3288号西漕
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程新玉、李仁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世博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3月16日上午9时
15分在西漕第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陈财、郭华建：本院受理原告王全与被告陈财、郭华建、富德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案件当事人诉讼须
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和（2015）乐中民初字第769-1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海棠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詹昌秀、夏桂云：本院受理原告马世碧诉你们及被告赵金良

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相关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谢科、黄志红：本院受理原告四川冠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
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天府法庭第一审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兰锋盛、王添英：本院受理原告杨天强诉你们及钱志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中法庭（1）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芒市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许瑞堂 张 旭）近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被告人罗时
兵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至10
月，罗时兵在玛纳斯县承包了澳洋科
技和新疆源生园葡萄酒庄的一些工
程，雇佣段某等 5 位劳动者为其工
作，并约定年底结算劳动报酬。工程
期间和施工结束后，罗时兵在先后6
次拿到 17.71 万元工程款的情况下，
仅支付给段某等 5 位工人少部分工
资。

段某等人在无法联系到罗时兵索
要工钱的情况下，向玛纳斯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2014年12月7
日，玛纳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下发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罗时兵在
2014年12月17日前支付所拖欠的劳
动者劳动报酬。但截至公安机关立案
前，罗时兵仍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
62865.6元。

今年1月5日，玛纳斯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当地公
安机关。1月12日，罗时兵被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时兵以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数额较大。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
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罗时兵归案后如实供述
其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予以从轻
处罚。鉴于罗时兵在公诉前已支付拖
欠的劳动报酬，经社区矫正机构评
估，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依法对其宣
告缓刑。

拒支付劳动报酬
包工头被判徒刑

擅自变卖查封财产
拒不执行判决获刑

本报讯 重庆市一乘客在下班高峰
时穿拖鞋在轨道站台候车，不慎摔倒导
致骨折，将重庆轨道集团告上法庭。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此案作出
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认定重庆轨道集
团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承担
60%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乘客沈先生
43720.8元。

2014 年 7 月 6 日，沈先生欲乘坐轨
道交通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车站。
在红旗河沟车站换乘时，摔倒在红旗河
沟车站内，致右膝盖受伤。

事发后，轨道集团站内工作人员拨
打 120 急救电话，由救护车送至医院住
院治疗。经诊断，沈先生为右髌骨粉碎
性骨折、右膝盖皮肤挫裂伤。

住院治疗期间，轨道集团支付了全
部医疗费及护理费。

后经司法鉴定所鉴定，沈先生伤残
等级为十级，后续医疗费为 8000 元，出
院后护理期限以30天为宜。

沈先生认为，轨道集团没有将乘客
安全运输至目的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故起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要
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医疗费
等各项费用共计83332元。

轨道集团辩称，本案系运输合同纠
纷，运输合同履行义务的时间段为自乘
客上车之时起至乘客下车之时止，轨道
集团已按照合同约定将沈先生运至目的
地，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不存在合同违
约情形。轨道集团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不存在过错，损害后果应由沈先生自
行承担。

渝中法院一审认为，该案系客运合
同纠纷，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乘客交付
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
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承运人应当对运输
过程中乘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系乘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
承运人证明伤亡是乘客故意、重大过失

造成的除外。
该案中，沈先生在运输过程中摔

倒受伤，轨道集团作为运输企业，在运
输过程中负有保障乘客人身安全的义
务，且未能举示直接证据证明其在损
害发生中采取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措
施，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应
对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沈先生也未能举
示证据，证实摔倒系站内地面湿滑所
致，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
当意识到下班高峰时段，车站内人流
众多，穿着拖鞋不便行走且易发生摔
倒，因此沈先生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轨道集团对
沈先生的损害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沈先生自行承担40%的责任，遂作出
了上述判决。

轨道集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重
庆五中院日前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郝绍彬 屈冬梅）

本报上海 11月 30日电 微信的
“抢红包”功能相信大多数用户都不陌
生，这不仅是用户表达心情的方式，也
有效加强了微信群的互动。然而，微信
红包中的随机金额分配也易被一些不法
分子所利用，成为了一种赌博的工具。
今天，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
利用微信群组织网络赌博案进行开庭审
理，并以开设赌场罪对4名被告人当庭
作出判决。

“面膜群”开展赌博游戏

被告人单某在使用微信过程中发
现，有些群里竟然能够从发红包中“盈
利”。原来，她加入了一些红包群，这
些群里某些人会发出一定数额的红包，
然后其他人去抢，由“输家”把钱转给
群内管理员，管理员抽掉其中 5%至
10%后继续发红包，不断循环下去。单
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好友何某、吴某
后，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生财之
道，于是就让单某建立了一个红包群，
使她由“玩家”变成了“庄家”。

今年 8 月 3 日，被告人单某、何
某、吴某、蒋某等四人一起协商组建了
这个名为“面膜288一盒4片”的微信
群。对外打着售卖面膜的名义，实则一
直在玩“红包接龙”。群内的单某等组
织者在群内负责代发红包，即所谓“代
包”，通过抽头实现营利。该群还制定
了详细的群规：群内发一种固定金额
288 元的“普通红包”，必须由“代包
手”发出，每个“普通红包”由群主等
组织者抽头28元，实发260元，分成5
份供玩家“抢红包”。系统随机生成金
额，抢到红包金额倒数第二为“输
家”。组织者会提醒输家支付给“代包
手”288元作为下一轮的活动本金。同
时，何某等还为该群设立奖励制度，即
抢到“豹子”、“顺子”的还有“官方”
额外奖励。

对于群成员，只接受在别的群玩过
类似“游戏”的“熟客”，或者通过熟
人邀请才能入群，以防人多嘴杂会引起
警方注意。那些不遵守“游戏规则”的
人将会被立即“踢”出群。

民警网上卧底抓赌

今年8月，侦查人员在网上发现网
友发帖后，伪装成“赌客”加入该群。
截至案发，“面膜288一盒4片”群成员
最多时超 50 人，平均年龄为 26 岁左
右，发红包数量共计500余个，涉案金
额 10 万余元。侦查人员根据群成员在
群里的表现，列出了 17 个活跃用户，

进行逐个排查，最终确认了1位群主1
位管理人员和4名“代包手”，其余为
主要“玩家”。最终，公安机关将何
某、吴某、单某、蒋某等4人依法予以
刑事拘留。到案后，4人对于利用微信
群组织赌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院审理认为，四被告人以营利
为目的，组织多人采用向微信群内发
放并抢夺红包的方式进行赌博，其行

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根据四被告
人在本案中的作用以及事实、情节
等情况，判决何某有期徒刑八个
月，并处罚金 4000 元；单某拘役六
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吴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蒋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
月，罚金2000元。

（马 超）

本报讯 一男子骑电动车途经他人
房前，被狗吠惊吓摔倒在地，致十级伤
残，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犬主承担60%责任，赔偿男子8万
余元，日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原判。

2013年9月7日晚上，张先生骑电
动车途经犬主王女士房屋门前，王女士
的丈夫章先生正带着家里的德国牧羊犬
在家门口旁的马路边坐着，正当张先生
骑车经过时，该牧羊犬突然冲吠过去，
吓得张先生从车上摔下，见状，章先生
连忙叫停爱犬，并将张先生送往医院救
治，经诊断鉴定，张先生右股骨颈骨骨
折，右下肢功能部分丧失，伤残程度为
十级。在张先生住院期间，其家属多次
找王女士商量赔偿事宜，但都无功而
返，无奈之下，只好将王女士告上法
院。

张先生认为，其摔倒完全是受狗冲
吠惊吓所致，且法律规定，动物饲养人
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除非王女
士能证明张先生有过错，否则应承担完
全责任。王女士则对此辩称，张先生受
伤是自身骑车操作不当造成的，与其饲

养的犬只吠叫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张先
生夜晚酒后穿拖鞋违法驾驶无牌电动
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饲养德国牧
羊犬，却未办理相关的饲养登记手续，
且该犬属于危险犬种，根据《广州市养
犬管理条例》的规定，应当实行圈养，
并在圈养地点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但
王女士在事发时并未依法采取相应的防
范管理措施，任由该犬与其丈夫出现
在其家门口的马路旁，致使张先生在
骑电动车路过时，因受该犬冲吠的惊
吓而倒地受伤。王女士作为犬主，未
经许可非法饲养危险犬种又疏于管
理，是导致张先生受伤的主要因素，
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张先生作为
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应当具有谨慎驾驶和相应的应急
处理能力，考虑到该犬并未扑到张先
生，且被及时叫停，该犬对张先生的
影响并不必然产生涉案的全部损害，
张先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法院
依法酌定王女士承担60%的人身损害赔
偿责任，赔偿张先生8万余元。

（宁 宇）

对于一些热衷于抢红包的用户来
说，如何把握“娱乐”和“赌博”的界
限呢？审理此案的朱法官说，亲友间互
发红包、不涉及到营利的，不违法。但
如果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抢红包群，群主
或者代包手存在抽成获利情况，就可能
涉嫌赌博。

针对这种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赌博活

动的行为，朱法官提醒广大用户要提高
警惕，防止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说，
这种犯罪活动有很强的隐蔽性，如该案
中被告人利用“面膜288一盒4片”等
多种形式让人误认为是代购群而放松警
惕，还通过熟人邀请，设置一定的入门
门槛。同时，移动终端让参与方式简
单。只要一部手机就能参与，操作简

便、单笔投入金额不多，易于被常人
接受。红包金额随机性的特点更能让
参与者感到公平，也增加了抢红包的
刺激性和娱乐性。从该案来看，不仅
组织者是“80后”、“90后”，参与者
也是年轻人居多。

朱法官说，利用微信红包的形式
进行赌博容易让人掉以轻心。四名被
告人被抓之前都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而众多的参与者也没想到自己是赌
博。从犯罪构成来看，通过微信红包
赌博与传统赌博的形式不同，但是其
本质是相同的。

■法官说法■
如何界定“娱乐”和“赌博”

轻轨站台摔伤，责任如何分担？
乘客穿拖鞋乘车被判担责四成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说，自客运合同
关系建立之时起，轨道交通经营者即负
有安全运输乘客的义务，运输过程应认
定已经开始。在乘坐轨道交通下车后，
并不能如公交车下车直接与外界沟通，
而需要通过具有封闭性的车站出站才能
到达外界，因此轨道交通的各个车站属
于轨道运输的组成部分，在乘客通过出

站闸机等具有出站性质的出站口后，
运输过程才算结束。

该案中，沈先生受伤地点位于车
站内，尚未出站即运输过程并未结束，
客运合同关系依然存续。轨道集团将乘
客在客运合同中的权利局限于运输工具
上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沈先生依
据客运合同主张权利应予支持。

■法官说法■

狗叫致人受惊摔伤
犬主被判担责六成

本报南京11月30日电 一男子冒
用他人之名办理 67 张交通银行信用
卡，疯狂刷卡套现 51 万余元。今天，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这起信
用卡诈骗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被告人
刘伟有期徒刑九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3 年 10 月中
旬，刘伟以100元左右一张的价格，从
广州那边的网名为“助你发财”处购买
了上百张他人遗失的身份证，然后再通
过软件查明证件主人的相关信息，又从
网名为“神州侦探”处购买身份证主人
的银行征信报告。刘伟又通过淘宝网，
购买了100多张移动和联通手机卡，并
冒用“周信光”和“王宇鹏”之名，办
理了商户名称为“信页建材商行”和

“南通震宇外贸经销部”、收单机构分别
为“汇付天下”和“快钱”的两台POS
机。

随后，刘伟冒用孙某等人的名义，
申办了交通银行信用卡 67 张，并用其
中的 59 张信用卡实施刷卡套现、刷卡
消费骗取银行巨额钱款。短短5个月时
间内，刘伟即盗刷交通银行 51.49 万
元。其间为不使银行察觉，他也对冒用
套现的卡进行少量还款。

2014 年 3 月 21 日，前述提及的孙
某突然收到交通银行的最后通牒，银行
告知他的信用卡已透支巨款，敦促其立
即还款。孙某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刘伟落网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
真名叫吕磊的“神州侦探”。今年1月9
日，鼓楼区法院以被告人吕磊犯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
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伟使用虚
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

骗活动，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
处。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刘伟的指控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正
确，认定的诈骗金额准确，法院予以
采纳。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
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立功表现等因素，
故对其作出前述判决。（李自庆）

南京判决一起新型信用卡诈骗案
被告人冒用他人证件办卡67张盗刷51万元获刑

针对此案的判决，该案承办法官张
文菁说，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而构成信
用卡诈骗犯罪的，如今较为普遍。而类
似该案被告人通过网购他人遗失身份证
及相对应的银行征信报告，然后冒用他
人名义办卡并实施恶意透支诈骗银行巨

款的，还极为罕见，应引起公众尤其是银
行业的高度关注。

张文菁说，此案暴露出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监管不
到位，以致不法人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
台公开买卖他人遗失的身份证，最终导

致被刘伟等犯罪人员利用；二是银行
内部监管有漏洞，使得内鬼有机会将
用户的个人征信信息卖出，为犯罪分
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帮助；三是银行在
信用卡发行上只顾发行业绩，忽视事
后监控。被告人刘伟2013年10月以
后办理的67张信用卡，寄送地址均为
南通市通州区栖枫西路17号，而卡主
户籍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涉案银行居
然没有发现异常，若银行尽到发卡前
的审查义务，刘伟兴许早被抓获归案。

■连线法官■
银行监管漏洞亟须关注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舞阳县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执行判决案。被
告人袁某擅自低价变卖法院查封的财
物，致使判决无法执行，被判处拘役
六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2011 年，被告
人袁某开制门厂时，欠李某货款6万
余元，李某多次索要无果后，诉至舞
阳县法院。2012 年 4 月 11 日，该院
判决袁某支付李某现金6万余元。该
民事判决生效后，袁某拒不执行还款
义务。2012年7月9日，该院向被告
人袁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手续。
2013 年 5 月 15 日，该院依法查封了
袁某所有的上海别克轿车一辆、冲床
四台、卷边机一台、折边机一台。此
后，被告人袁某在未履行还款义务的
情况下，未经法院同意，将法院依法
查封的财物予以低价变卖，致使判决
无法执行。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对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在人民法院已发
出执行通知后，变卖已被查封的财
产，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其行为
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袁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其犯罪罪行，系坦白，依
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袁某已全部
偿还欠款并取得谅解，可酌定从轻处
罚。该院遂以被告人袁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罪，依法判处拘役六个月。

（徐宏伟 董国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