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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18日（总第6695期）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根娣申请宣告郭绵恒死亡一案，于 2015
年 5月 1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5月 27
日依法作出（2015）镜民特字第 00003 号判决书，宣告郭绵恒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义英申请宣告方信宗失踪一案，经查：方信宗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方信
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方信宗失踪。 [福建]云霄县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吴小华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肖忠军死亡
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肖忠军，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福
建省尤溪县人，原住福建省尤溪县城关镇水南路 120号 201室，
于2016年福建省泰宁“5·8”泥石流地质灾害中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望肖忠军本人或者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后，本院将依
法判决。 [福建]尤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江爱华申请宣告江琴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江
琴，女，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马尾区琅岐镇第一
集体委后巷 76号，身份证号码：350111197007120328。于 2011年
6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连光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杏芳申请宣告周炎森死亡一案，经查周炎森，
女，1967年 9月 10日出生，汉族，原住广州市番禺区北海村大街
九巷7号，于2005年4月4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周炎森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自第一次刊登报纸之日起计算一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木森、黄洁惠申请宣告罗婵华失踪一案，经查罗婵
华，女，1972 年 8 月 30 日出生，汉族，广东罗定人，身份证号码
441230197208300023，原住广东省罗定市罗城街道北区河琪路23
号，于1994年3月起离开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罗婵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佛云申请宣告刘宏死亡一案，经查：刘宏，男，
1990年 5月 12日出生，汉族，兴宁市黄陂镇黄石村 24号谦吉第

人，于 2011年 3月 14日上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刘
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
期间为：自 2016年 7月 1日起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兴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粱本仟申请宣告黄雪梅失踪一案。经查：黄雪梅，女，
1968年11月2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兴市江平镇黄竹村下车组。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黄雪梅
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黄雪梅失踪。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钟晓璐申请宣告苏亮勇死亡一案，经查：苏亮
勇，男，1989年 2月 9日出生，汉族，原住广西合浦县廉州镇烟楼
村委会田寮四队134号。于2012年3月14日出海作业，当天早上
七时航至415-4海区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苏亮勇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0779-
7216132）。公告期间为一年，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
告苏亮勇死亡。 [广西]合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林丽珠申请宣告王强学失踪一案，经查：王
强学，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干 冲 区 夏 兰 居 委 会 王 宅 居 民 组 328- 1，身 份 证 号 码
460300197807280036。2016 年 2 月 12 日，出海进行捕鱼作业的

“琼洋浦22094“号渔船在洋浦经济开发区附近海域发生事故，渔
船沉没，船上的渔民王强学在事故中落水并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经有关机关证明其已无生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王强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海南]海口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昱卜申请宣告谢娜失踪一案，经查：谢娜，女，汉
族，1982年11月14日生，住河南省息县张陶乡赵楼村前谢庄组。
身份证号码：413021198211142226。其于 2002年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谢娜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子轩、蔡天宇申请宣告许素梅失踪一案，经查：
许素梅，女，汉族，1978年9月30日生，住河南省兰考县许河乡老
东村七组。身份证号码：410225197809304620。其于 2013 年 8 月
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许素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才翔申请宣告任二丽失踪一案，经查：任二丽，
女，汉族，1983年 2月 3日生，户籍地：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大
岗游村76-1号。经常居住地：河南省兰考县张君墓镇徐砦村。身
份证号码：410225198302034929。其于 2007年 10月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任二
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熊善信申请宣告熊欢失踪一案，经查：熊
欢，男，1986年 9月 1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东湖新技
术 开 发 区 豹 澥 街 新 兴 路 1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20115198609143234，于 2011 年 3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熊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云涛、何蜜蜜申请宣告李亚玲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李亚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筱蛮申请宣告欧拂云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欧拂云，女，1967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下落不明前住浏阳
市永和镇菊溪社区升平组，于2002年12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欧拂云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余晖申请宣告余胜海失踪一案，经查：余胜海，男，
1968年8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营山县人，住湖南省资兴市三
都镇宝源煤矿 1村附 128 号，身份证号码：512924680804555。于
2009年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
个月。希望余胜海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晓玲申请宣告陈伟死亡一案，经查陈伟，男，汉族，
1976年1月22日出生（原公民身份证号码为430302760122155），
原住所地为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云塘街道杉树巷社区胜利湾7号
1栋1单元301室，于1996年5月离家出走，家人及单位同事多方寻
找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宣告陈伟死亡。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福洪申请宣告王政死亡一案，经查：王政，男，
1974年1月10日生，汉族，于2016年6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政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另香申请宣告朱绿寿死亡一案，经查：朱绿寿，男，
1962年4月25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20582196204253171，汉族，
户籍地：湖北省当阳市淯溪镇刘河村7组，住泰州医药高新区凤凰
街道殷蒋社区7组59号，于2005年5月因患痴呆症走失，至今下落
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朱绿寿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洪英申请宣告夏德兵死亡一案。经查：夏德兵
（男，1970年 1月 8日出生）自 1989年 3月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夏德兵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夏德兵死亡。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赖国富申请宣告陈石莲死亡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陈石莲，女，1975年 10月 29日生，汉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
县人，住江西省兴国县兴莲乡莲塘村启庄组18号，娘家住江西省
兴 国 县 兴 莲 乡 富 溪 村 三（山）子 口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62133197510291521，1996年12月间与申请人赖国富结婚，婚后
于2011年3月间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时间从公告发出之日起计算）。希望陈石
莲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兴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树山申请宣告高玉兰死亡一案，经查：高玉兰，
女，1937年 1月 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齐
贤南街 6号 7-2-1。高玉兰于 1993年走失，至今未归。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高玉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赵丽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赵洪利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赵洪利，男，1958年6月3日出生，汉族，居住辽宁省
海城市南台镇二道河村（少管街）16栋113号。2012年3月17日起
下落不明，希赵洪利本人或其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自2016年6月8日起至2017年6月8
日止，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弥义民等请宣告李红伟死亡一案，经查：李红伟，男，汉
族，1990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610428199011200538，陕西省
长武县人，原住陕西省长武县昭仁街道办事处杏坡村三组，于2015年
9月22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
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红伟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宣告李红伟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金德贵申请宣告金德仁死亡一案，经查：金
德仁，男，1962年 9月 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费县路 46号 701户，身份证号码 370202620902111，系申
请人金德贵之弟弟，自 1986年 8月份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金德仁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秀茹申请宣告车平川死亡一案，经查，车平川，
男，1987年 1月 9日生，汉族，失踪前系西北政法大学 2007级公
安学院刑事侦查专业学生，住户县草堂镇南城寨村北一街61号，
身份证号码：610125198701096694，于2010年4月24日在秦岭山
区游玩时失踪，经公安机关及相关人员搜索多日无果，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车平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陕西]户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建军申请宣告杨友光死亡一案，经查：杨友光
（身份证号码：511111193411051013），男，1934年11月5日出生，
汉族，乐山市沙湾区人，原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天市街41号1
幢1单元3楼1室，于2009年9月20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友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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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借腹”产子后离世

代孕龙凤胎，监护权属于谁？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韶关
市武江区人民法院的法庭内出现
这样一幕，在一宗离婚纠纷案件
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女方突然走
向原告席紧紧抱住男方，并拿出
QQ聊天记录和一起出游的QQ
照片，含泪请求不要离婚。据此，
该院认为这对夫妻感情并未完全
破裂，并依法判决不准离婚。

被 告 何 某 与 原 告 雷 某 于
2009 年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
情尚好，但因被告长期未能怀孕
生育，引起原告不满，导致夫妻矛
盾逐渐加深，原告遂向法院起诉
离婚。在日前开庭审理的过程
中，被告坚决表示不同意离婚，并
向法院提交了两人长期的QQ聊
天记录和多次旅游照片作为证
据，证明夫妻感情深厚并未完全
破裂，并认为生活中夫妻之间为
了一些琐事闹点小别扭在所难
免，但冲动过后都会自我反省，说
到动情处，其突然走向原告席紧
紧抱住原告，并拿出从前的 QQ
聊天记录和一起出游的照片与原
告“共享”，含泪请求原告不要与
其离婚。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
是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虽然婚前
相处时间不长，但婚后共同生活了
多年，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从
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夫妻
感情较为浓厚和融洽，双方并未有
真正不可化解的矛盾，应互谅互
让，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感情。现
虽因何某难以怀孕而导致夫妻出
现矛盾，但在未确定是否能用医疗
手段解决的情况下，以此为由提出
离婚，实属欠妥。原告应当以理
性、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加强与被告
的交流，并正视两人目前的婚姻状
况，完全有可能挽回濒临破裂的夫
妻感情。

据此，该院依法做出了上述
判决。 （汪次安 凌永芳）

Q照力证夫妻感情深厚
法院采信判决不准离婚

本报上海6月17日电 婚后未能
孕育的夫妇两人求子心切，想方设法
找来卵子然后再“借腹”代孕生了一
对龙凤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双
儿女才满三岁，孩子的父亲却突然罹
患疾病离世，为此，在公公婆婆和儿
媳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孩子监护权的
诉讼“大战”。抚养孩子多年的妈妈并
无血缘关系，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已经
年迈难以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担，还有
隐没在案件背后分别提供卵子和生育孩
子的两个“妈妈”的身份关系……，
这场缠绕着亲情、血缘、伦理的诉讼
甫一发动就注定不会简单。今天上
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终审宣判，判决对祖父母要求担任孩
子监护人并进行抚养的诉讼请求予以
驳回。

再婚夫妇“借腹”生下龙凤胎

高俊是老高夫妇两人唯一的儿
子。2007 年 4 月 28 日，高俊在经历了
两段失败的婚姻后与同样离婚的李琳
登记结婚。婚后，李琳向丈夫透露自
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主动提出希望
抚养与丈夫有血缘关系的子女。经过
商量，两人决定以找人代孕的方式

“圆梦”。他们通过网上找到一家代孕
公司，购买了他人的卵子，并由高俊
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
植技术，委托另一名女性代孕分娩生
育。虽然前后共花费了数十万元，但
高俊、李琳终于在 2011 年 2 月 13 日如
愿获得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双胞胎小清
和小诗。

男方死亡公婆儿媳争夺监护权

然而祸福无常。2014年2月，高俊
因急性胰腺炎经抢救医治无效突然离
世。突如其来的变故在让两个孩子失去
父亲的同时，也让高俊的父母和妻子之
间因为孩子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12 月 29 日，老高夫妇将李琳诉至法
院，双方为接下来孩子的监护抚养问
题对簿公堂。老高夫妇诉称，儿子高
俊是两个孩子的生父，但李琳与孩子
无亲生血缘关系，故要求由其夫妇取
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为证明自己的
抚养能力，老高夫妇还拿出了一份居
住在美国的女儿出具的承诺，证明女
儿愿意协助他们抚养两个孩子。李琳
则坚决不同意老人的诉请，称：“两个
孩子一直是我在抚养，应推定为我和
高俊的婚生子女。如果无法认定为婚
生子女，那他们自出生之日起便与我
共同生活，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
李琳的诉讼代理人也辩称，如法院无法
认定小清、小诗为高俊与李琳的婚生子
女或事实收养子女，那么在无法确定生
母是否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
也应驳回原告老高夫妇要求成为监护人
的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中，法院委托权威机构进
行DNA鉴定，结论为：不排除高俊父
母与小清、小诗之间存在祖孙亲缘关
系，可以排除李琳为小清、小诗的生物
学母亲。2015 年 7 月 29 日，一审以李
琳与小清、小诗之间欠缺法定的必备要
件故未建立合法的收养关系，以及代孕
行为本身不具合法性，李琳与小清、小

诗不构成拟制血亲关系等为由，判决小
清、小诗由原告老高夫妇监护，李琳将
小清、小诗交由两原告抚养。

二审认定监护权归属抚养母亲

一审判决后，李琳不服，向上海一
中院提起了上诉。2015年11月16日上
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上诉案件，
庭审中双方围绕着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
地位的认定，李琳与小清、小诗是否成
立拟制血亲关系，小清、小诗的监护权
归属问题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李琳
当庭称：“如果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我

将以自己的能力抚养，并同意法院将两
名孩子继承所得的财产冻结，等孩子年
满十八周岁之后再给孩子。”李琳还表
示，如其取得两名孩子的监护权，会同
意公公婆婆探望孩子。但这一番表态并
不为老高夫妇所接受，他们始终坚持要
求取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小清、小
诗是李琳与高俊结婚后，由高俊与其
他女性以代孕方式生育的子女，属于
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生子
女。两名孩子出生后，一直随高俊、
李琳夫妇共同生活近三年之久，高俊

去世后又随李琳共同生活达两年，
李琳与小清、小诗已形成有抚养关
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权利义务
适用婚姻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
定。而作为祖父母的老高夫妇，监
护顺序在李琳之后，故其提起监护
权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同
时，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由李
琳取得监护权亦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老高夫妇
的原审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敖颖婕 刘 皓）

该案主审法官侯卫清说，代孕所生
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关系到代孕目的的实现、各方当事人
的利益、代孕所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等，更
需考虑到公众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文
化背景等的接受程度。目前，我国法律
对此缺乏相关规定，理论上主要有血缘
说、分娩说、契约说（或称人工生殖目的
说）、子女利益最佳说之四种学说。我们
认为，“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
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其他两种人工生
殖方式中的亲子关系认定标准相同，且
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
另外，“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我
国目前对代孕行为的禁止立场相一致。

由此认定，本案中作为代孕所生子女，其
法律上的亲生母亲应根据“分娩者为母”
原则认定为代孕者；法律上的生父则为
具有血缘关系的高俊。由于高俊与代孕
者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故所生
子女当属非婚生子女。

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子女范围不应仅
限于婚生子女，亦应包括非婚生子女。
而婚姻法在区分直系姻亲和拟制血亲的
继父母子女关系时，是以是否存在抚养
教育的事实作为衡量标准的，至于子女
的出生时间在缔结婚姻之前还是之后，
并非认定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的实质要件。五年来李琳已完全将两名
孩子视为自己的子女，并履行了作为一

名母亲对孩子的抚养、保护、教育、照
顾等诸项义务，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已
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一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一旦
形成，并不因夫妻中生父母一方的死
亡而解除，故高俊的死亡并不能使李
琳与两名孩子之间已存在的有抚养关
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终止。

侯卫清强调，无论对非法代孕行
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
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
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
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
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
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根据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从双方的监护能力、孩子
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家庭结构
完整性对孩子的影响等各方面考虑，
监护权归李琳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据此认定，小清、小诗的监护权应
归于李琳。

代孕衍生法律关系待厘清

永安集中宣判
四起涉毒案件
本报讯 6月15日，福建省永安

市人民法院对4起涉毒案件进行集中
宣判，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至八年不等，并各处罚金。

当天集中宣判的4起案件，涉及
刑法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非法买卖
制毒物品、贩卖毒品等3个罪名。其
中，被告人曹某将冰毒藏于汽车后备
厢，被匿名举报，领刑八年。被告人
吴某、江某非法生产提炼麻黄碱，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九个月。
被告人赖某向他人购得冰毒后，再转
手卖给他人，换来六个月牢狱生活。

此次集中公开宣判，永安市禁毒
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禁毒专
干、禁毒志愿者共 120 余人到庭旁
听，地市新闻媒体现场采访，对进一
步宣传毒品危害、宣扬禁毒理念、提
高防毒拒毒意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
用。 （朱上游）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安徽省地质矿产
勘查局原局长李学文涉嫌犯受贿罪和国
有公司、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一案。

检察机关指控，今年 58 岁的李学
文曾任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局长、党委书
记，兼任安徽两淮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务。李学文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 2002 年至 2012
年期间，多次非法收受相关业务单位
和下属职工给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44.8 万元、价值人民币 12.2 万元的购
物卡、购买总价为 6.879 万元的物品，
共计折合人民币63万余元，以及200克
老庙“乙酉金条”一根，并为他人谋取
利益。

在涉嫌受贿罪的 14 项指控中，有
12 项都是下属员工为了在工作上获得

关照或者职务晋升，直接给李学文送上
现金、购物卡、金条等，或者通过其妻
子收受钱财。其中，安徽省煤田地质局
原办公室主任陈某为在职务晋升中得到
李学文的关照，6年间先后15次送礼。

此外，李学文在兼任安徽两淮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
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大笔一挥”就直接
造成公司1.42亿元资产无法收回。

据指控，2004 年，经安徽省煤田
地质局党委会研究决定，以两淮公司的

名义，委托蚌埠市民生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公司） 保管、运作未到
期的 5000 万元额度承兑汇票资产，并
且由民生公司提供两个企业作为担保
人。

协议签订后，民生公司没有履行保
管和运作的义务。李学文作为单位负责
人和财务资产分管人，没有认真核查资
金收益、资金安全情况，致使两淮公司
继续向民生公司交付承兑汇票，并突破
5000 万元额度。之后，李学文未经集

体研究，未遵守局务公开的程序规定，
明知缺少一家保证人签字盖章，擅自决
定和民生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民生公
司履行保管和运作时间延长24个月。

后经审计认定，到 2013 年底，两
淮公司仍有本息共计 1.42 亿元无法收
回。民生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
人也宣告破产。

庭审中，根据李学文的庭前申请，
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诉机关现
场播放了一组讯问李学文的监控视频，

以证明李学文的供述是在其自由意志
下作出的。后经合议庭休庭合议，因
依据不足驳回其该申请，恢复庭审。

庭审中，李学文翻供，对于起诉
书指控的多项犯罪事实，均予以否
认，仅自认少量犯罪事实。公诉机关
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李学文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
表了意见。

检察机关认为，李学文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李学文身为国有公司、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严重不负责
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应当以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员失职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周瑞平）

被控受贿和严重失职

安徽省地矿局原局长受审

6月17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失怙代孕龙凤胎监
护权案进行终审宣判，抚养孩子多年但
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取得了两个孩子的
监护抚养权，而要求担任孩子监护人并
进行抚养的祖父母的诉讼请求，则被法
院判决驳回。

二审判决消息很快在微信等移动互
联网上传播，法院的这一判决得到了解
案情的法律界人士和绝大多数网友的支
持。

从一审到二审，这起案件一直备受
关注，在法学界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孕在我国目前
尚属禁止，对于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
位及其监护权的确定，我国法律也没有
明确规定。

记者了解到，原卫生部的《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第三条明确
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
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
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此虽为部

门规章，不能作为确认代孕子女法律
地位及监护权的法律依据，但国家对
于代孕之禁止立场已为明确。正是基
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抚养母亲既非生
物学上的母亲，又非分娩母亲，故其
请求认定代孕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的
理由不成立，而在孩子生父死亡、生
母不明的情况下，确认有血缘关系的
祖父母为监护人，能更好地保护孩子
的合法权益。

尽管代孕行为在我国尚不合法，但
由于潜在的社会需求，且人工生殖技术

已发展至可实现代孕的程度，代孕情况
在现实中依然大量存在。上海社科院法
学所研究员刘长秋告诉记者，有数据表
明，我国目前的代孕形势严峻，实际远
比媒体报道严重得多。专家认为，法
律可以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
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经由制裁而消
失，无论代孕这一社会现象合法与
否，都必然涉及到因代孕而出生之子
女的法律地位认定，而对其法律地位
作出认定，进而解决代孕子女的监
护、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是保护

代孕所生子女合法权益之必须。
记者看到，二审判决书指出，本

案审理的并非代孕协议纠纷，而是代
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故法院所
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
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
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就本
案而言，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
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
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因
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
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

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
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社会生活千变万化，而法律似乎
永远滞后。尽管如此，法院基于不得
拒绝裁判之原则，对于当事人提起的
相关诉讼无法回避，仍得依据法律的
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精神，结合社会道
德和伦理作出裁判。本案中，上海一
中院的法官用1.5万字的判决书，交
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亲情和血缘，到底哪个更重要？
只要是对孩子成长有利的，就是最合
适的。正如一位一直跟踪此案的央视
记者在朋友圈中的留言：“此案二审
虽然改判了，我以为这只是两级法院
的两位法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
下，对法律理解适用不同的结果，仍
然要为敢于担当的两位主审法官点
赞！终审判决后，希望孩子的母亲珍
惜这一法治进步的巨大成果，善待孩
子，也希望年迈的老人不再执着于案
件，能得到慰藉与呵护。”

亲情和血缘，哪个更重要？
——聚焦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之一

本报记者 刘 岚

■新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