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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七旬老人赴日旅游温泉中溺亡
家属状告旅行社侵权未获支持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7月16日（总第6723期）

2015年4月9日，本院根据阳原县木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阳原县木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破产人现有财产已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管理人申请终结阳原县木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7月6日裁定终结阳原县木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河北]阳原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封玉夏的申请于2016年6月13日裁定受理无锡糖

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6月14日指定无
锡市金顺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为无锡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无锡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9月 15日
前，向无锡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
市中山路 309号后门四楼；邮政编码：214000；联系电话：0510-
66882560、13861709080；联系人：王洁）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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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糖业烟
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糖业烟酒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9月29
日9时30分在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大法庭（地址：江苏省无锡市
滨湖区青莲路6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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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30日，本院根据天津市隆胜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的天津市隆胜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天津市隆
胜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依法宣告破产后，破产管理人依法对破产
人进行了清算。经清算确认破产人破产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并已对破产清算进行了审计，已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序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6年6月29日裁定终结天津市隆胜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1月26日，本院根据天津市振飞劳动咨询服务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振飞劳动咨询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确认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5月31日裁定终结天津市振飞劳动咨询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天津市五洋巾毯织物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截止至2016年1月
31日，资产总额 219.31元，负债总额 6505660.83元，资产负债率
2966422.34%。本院认为，债务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破产主体
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裁
定宣告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 9月 21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天海铝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天津市天海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确认
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5月 31
日裁定终结天津市天海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天津市立达水产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截止至 2015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 1582206.43元，负债总额 3219141.74元，资产负债
率203.48%。本院认为，债务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破产主体资
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裁
定宣告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1月26日，本院根据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确认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5月 31日裁定终结飞鸽自行
车集团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1月26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大丰物资供应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天津市大丰物资供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确认
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5月 31
日裁定终结天津市大丰物资供应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的申请，于

2016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地址：绍兴
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财富广场五号楼七楼；邮政编码：312300；联系
人：徐婷婷；联系电话：13918595891）。债权人应自2016年8月25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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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
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9月2日
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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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债务人浙江三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盛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浙江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圣尔达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等四公司破产重整案，本院已于 2016年 6月 12日依
法裁定受理，并指定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
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 10月 6日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
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管理人的
办公地点为兰溪市丹溪大道2677号浙江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行政办公楼一楼，联系电话为 0579-89013275，联系人为王博
奇。本院定于2016年10月21日8时30分在兰溪市体育馆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浙江]兰溪市人民法院

义务与责任告知书 北京华闻经济技术开发公司、香港社
团服务中心、刘伯锋、刘乃强、张鲁生：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深圳中院”）于2015年11月25日裁定受理大益置业建筑
（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深圳港闻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
闻电子”）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15）深中法破字第118号，以下
简称：“本案”】，同时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港闻
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本管理人”）。经管理人对
港闻电子的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益花园1栋
7楼实地调查，未发现港闻电子的办公场所，除上述地点外，管理
人未发现港闻电子有其他经营场所，也无法联系到其高管或工
作人员，管理人无法接管港闻电子的印章、账簿、文档资料和任
何财产。根据《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您作为港
闻电子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港闻电子
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后，您应当配合本管理人对港闻电子
进行清算，有义务提供港闻电子的财产（以及财产的线索）、财务
账册及公章、文档、证照。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港闻
电子的重要财产、账簿、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您及
其他股东、董事和其他高管可能会被港闻电子债权人起诉主张
对港闻电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推进港闻电子破产清
算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本管理人特发出本义务与责任告知
书，请您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管理人提供港闻电
子的（1）印章；（2）会计账簿；（3）文档资料；（4）财产以及财产线
索信息。故意隐瞒、藏匿、丢弃、损毁或者持有而拒不提供者，将
可能被追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专此公告告知。本管理人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2层广东深天成律师
事 务 所 ，联 系 人 ：李 满 春 律 师 ，电 话 ：0755- 33339699
18682322278。 深圳港闻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被告人张卫明的近亲属、各利害关系人：被告人张卫明犯非
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被告人
张卫明于2015年10月8日死亡。本院裁定终止审理。银川市公安
局兴庆区分局于2014年5月20日依法扣押登记在被告人张卫明
名下的车牌号码为宁A3N955号黑色凯美瑞轿车一辆（车辆识别

代码;LVGBF53K3BG004553，该车辆暂扣于该局）。本院已受理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依法应当对被告人张卫明名下的车牌号
码为宁A3N955号黑色凯美瑞轿车一辆予以没收一案。本案公告
期间为六个月，被告人张卫明的近亲属、各利害关系人对银川市
检察院提出没收车辆的申请有异议的，可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
出事实或理由等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在公告期间届满后视情况
择期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协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及负有配合
强制清算义务的人员：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
裁定受理了郑延玲申请深圳市协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协通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下
称“清算组”）担任协通公司清算组。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规
定，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有关人员应当履行妥善保管所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义务，并依法配合清
算组接管和强制清算工作。请债务人的以上有关人员于公告之日
起15日内依法向清算组移交与债务人相关的全部财物和资料（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4701；联系人：任
燕玲；电话：0755-82940081；传真：0755-82901311）。逾期提交将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深圳市协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申请人奥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青奥美科技发

展（北京）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清算一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
机摇号确定，2016年3月30日本院指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中青奥美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清算组。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工作地址：北京
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号新阳商务楼C座4层，清算组组长：孙
萍，联系人：陈先生、王女士、李先生。联系电话：67092392、
67089096）。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
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
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公司清算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
异议的，可以要求清算组重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
权人对重新核定的债权仍有异议，债权人有权以公司为被告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本报讯 年过七旬的陈先生与老伴
一同参加日本5日游，不料行程第一天
晚上陈先生就被发现在酒店的温泉中溺
水，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陈先生的家属
认为旅行社在该起事故中存在过错，遂
索赔 58 万余元。近日，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旅行社
应退还旅游费1.3万元，对其他赔偿请
求则不予支持。

事发温泉水深仅54厘米

陈先生夫妇虽都已过古稀之年，但
两人身体硬朗，曾有过多次赴境外旅游
的经历。去年3月，两人到上海一家知
名旅行社报名参加日本长崎、福冈等地
5日“花见之旅”，旅游费总计1.5万余
元。在旅行社的推荐下，两人还投保了
每人75元的保险。

2015 年 3 月 24 日 ， 按 照 行 程 安
排，陈先生夫妇与其他游客在结束当天
的游览后入住日本当地一家温泉酒店。
傍晚7点半，一行人在酒店用完晚餐各
自回房间休息。此后不久，陈先生独自
一人前往设在酒店内的温泉池泡澡，老
伴则留在房间内休息。

当晚10点30分左右，酒店工作人
员在温泉池内发现有一老年男性溺
水，遂通知旅行社领队辨认并将溺水
者送往医院抢救。领队逐个房间打电
话询问是否有未归的男性客人，最后
确认溺水者系陈先生。领队陪同陈先
生的老伴赶到医院，陈先生于当晚 11
点30分不治身亡。

事发后，陈先生的儿子赶到日本处
理善后事宜，并在一周后将陈先生的遗
体运回国内火化。出于对逝者的尊重，
家属并未要求进行尸检，这也让陈先生
的确切死因扑朔迷离。旅行社方面表
示，事发的温泉水深仅 54 厘米，而陈
先生身高有1.75米，正常情况下不可能
发生溺水。而家属方面则坚称老人生前
并无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

家属诉旅行社侵权求偿58万
余元

此后，家属与旅行社就赔偿问题进
行了多次协商，旅行社也协助家属向保
险公司申报了理赔，但家属因对保险公
司的免责条款存有异议，拒绝领取 20
余万元的保险理赔金。家属认为，旅行

社对陈先生死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遂以旅行社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提出
了共计58万余元的赔偿请求。

庭审中，陈先生的家属指出旅行社
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组团社并非是上
海这家知名旅行社，而是苏州一家不知
名的旅行社；其次是出发前旅行社也没
有告知有关注意事项、提供行程单等。
此外，在日方发现有人溺水后，领队没
有及时辨认出溺水者身份，否认系该团
客人。

对于陈先生家属的质疑，旅行社辩
称，陈先生夫妇报名的是联合团，即俗称
的拼团，因而合同上既有出境社的章也有
组团社的章。出发前，工作人员也告知了
注意事项，出团通知上不仅有集合时间地
点还有相关泡温泉注意事项。至于一开
始领队没有认出溺水者，旅行社解释称事
发时是旅程第一天，领队对客人还不熟
悉，且死者又经浸泡，但最后还是通过
电话询问确认了溺水者系陈先生。

对于家属提出的退还旅游费的要
求，旅行社同意按照合同的约定，扣除
已参加的一天行程，退还剩余4天的费
用。

法院认定旅行社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管是室内温泉
泡澡池，还是普通的公共浴室、家庭浴
室，均为密闭闷热环境，作为成年人当
属应知范畴，理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合
理使用。综合全案案情，旅行社已经尽
到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且死者之前经
常出国旅行并在日本泡过温泉，理应对
相关注意事项有所了解。根据常识，成
年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在泡澡池不可
能发生溺亡，故不能排除死者的死因系
自身身体原因。

陈先生家属主张领队未在第一时间
认出溺水者身份，旅行社的解释合情合
理。相反，同行家属在死者长时间泡澡未
归的情况下未引起警觉，且并未有证据证
明由于身份未确定而耽误抢救。至于游
客家属主张的合同主体问题，该问题也不
能成为法律上侵权赔偿的理由。据此，陈
先生家属的赔偿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
持。但同时法官也指出，失去亲人的悲痛
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意外既然已经发
生，家属应理性对待，通过保险理赔进
行适当处理。 （汤峥鸣）

本报讯 丈夫下落不明，婆婆不愿
耽误孝顺儿媳终身，便鼓励儿媳与自己
的儿子离婚，并自愿出庭为儿媳作证。
近日，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太子庙人
民法庭审判团队来到丰家铺镇李某家
中，就地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婚纠纷案。

原告李某与被告龙某育有一儿一
女，婚后感情不和，龙某长年居于外地，
很少与家人联系。几次夫妻争吵过后，
龙某抛下妻儿和年迈的母亲离家出走，
至今音信全无。

由于龙某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年迈，
其子女均未成年，妇孺四人全凭李某在

农村做些简单农活贴补家用和龙某母亲
张某微薄的退休工资艰难维持生活。张
某认为儿子无德不孝，不愿耽误孝顺儿
媳终身，便鼓励儿媳与自己的儿子离婚，
并自愿出庭为儿媳证明其儿子龙某下落
不明。

案件受理后，考虑到证人张某患有
腿疾行动不便，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太子
庙法庭决定依法公告送达后，组成合议
庭进行缺席巡回审理，把庭审现场搬到
李某家门口。周边邻里现场参加了旁
听。烈日炎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
合议庭认真听取了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
的诉求主张，同时听取了被告母亲张某、
被告发小雷某等两名证人的证言。

“家里穷，男人死得早，我又没有劳
动能力，养个儿子不孝，生活艰难，好在
媳妇能干，撑起这个家庭。但我们龙家
不能耽误她，下半辈子不愿她就这样一
个人。”张老太噙着泪水向法官诉说。

由于被告缺席庭审，太子庙法庭将
依法综合考虑原告诉讼请求，同时对证
据进行认证，择日缺席判决。

（刘瑶俊 曾见国）
图为庭审现场。 刘瑶俊 摄

男子抛下老母妻儿离家下落不明
老母出庭作证支持儿媳离婚

本报讯 海南省东方市退休女职工
王某到八所镇某超市购物，离开超市时在
安全通道楼梯不慎摔下身亡。近日，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因楼梯不规
范引发的民事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
审法院判决，事发超市承担30％的过错责

任，赔偿王某亲属159559.95元。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上午，王某在八

所镇某超市购物后，双手提着货物从安
全通道离开时，在没有任何冲撞的情况
下摔下楼梯，造成特重型急性闭合性颅
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该超

市安全出口楼梯不符合《民用建筑设计
通则》要求。王某亲属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该超市赔偿王某死亡赔偿金等费用
50余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双手提着货物
下楼梯应当意识到危险，但其没有防备

造成自己身亡的结果，与其疏忽大意有
着极大的关系。涉案楼梯虽然在踏步宽
度和楼梯平台设置方面存在瑕疵，但没
有直接证据证明楼梯不符合规范致王某
摔倒。故判决王某承担 70％的过错责
任，事发超市承担30％的过错责任。

宣判后，王某亲属不服，向海南二中
院提起上诉称，该超市楼梯存在安全隐
患，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海南二中
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王某亲属上诉理由不成
立，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凤灵）

海南一女顾客超市购物摔下楼梯身亡
超市楼梯存在瑕疵被判赔偿近16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海南二中院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
王某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应注意保障自身安全，其应当意识
到未扶楼梯扶手下楼的危险性，未尽到

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自身摔亡，对此严重后果应当承
担主要责任。事发超市作为消费经营场
所，享有一定的商业利益，对进入超市
消费的顾客依法应当担负合理限度内的

安全保障义务。该超市虽然在安全出口
的楼梯设有警示标志，并在事发后尽到
救治义务，但部分楼梯踏步宽度不符合
行业标准规定，其对王某死亡的后果负
有一定程度的过错，应承担30%的赔偿

责任。
法官提醒，过陡、过窄等不符合安

全规范的楼梯均存在安全隐患，是酿成
此类悲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广大民
众上下楼梯须扶楼梯扶手、小心慢行；
另一方面，各类公共场所应对不符合规
范的“问题”楼梯进行排查及时处理，
加强楼梯监管和日常安全保障工作，为
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公共环
境。

■法官说法■
超市为何要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湖南省
宁乡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袁术、何海波涉嫌非法狩猎一案。
被告人袁术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被告人何海波犯非法
狩猎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该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张罗文担任审判
长，百余名人大代表及社会群众旁听
了此次庭审。

公诉机关指控：2016 年 4 月 10
日，被告人袁术、何海波等人从宁乡
县驾乘小车到达甘肃省庆阳市镇园县
三岔镇，4月11日、12日，被告人采
用由何海波驾驶小车、袁术用气枪射
杀猎物方式在三岔镇附近的山林中打
猎，共猎得雉鸡72只和石鸡2只。期
间，被告人何海波支付 8450 元通过
三岔镇村民马小峰（另案处理）收购
野生动物若干。

4 月 13 日 13 时许，被告人袁
术、何海波返回到宁乡县城郊乡怡宁
新村术哥特色菜馆门口时，被宁乡县
森林公安民警查获。现场从两人驾乘
的小车上查获野生动物死体 351 只，
气枪1支。经鉴定，被查获雉鸡292
只、石鸡 25 只、原鸽 1 只、草兔 30

只、狗獾3只，均为国家“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狩猎枪支系用压缩气体
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
构，认定为枪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袁
术、何海波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
的工具进行狩猎，且猎得野生动物
74 只，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
法狩猎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皮艳红）
图为庭审现场。 胡淋伟 摄

驱车异地猎得“三有”野生动物74只

湖南两男子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刑

本报讯 广西两男子为牟取暴
利，私自组装气枪出售，把家变成了
地下军工厂，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二人最终面临漫漫铁窗生涯。7
月 1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
民法院一审依法以非法制造、买卖枪
支罪判处被告人刘业武有期徒刑十一
年，以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被告人刘
业胜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10 月
至2015年7月期间，刘业武购买了一
批气枪配件后于2015年8月从广东带
回桂平的家中交给刘业胜，并利用所
学组装技术教会刘业胜组装成气枪用
于出售赚钱。此后，刘业胜用上述配
件组装了 3 支成品气枪。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安机关接报后在刘业胜
的家中缴获 2 支气枪及一批气枪配
件；在刘业胜租住的桂平城区出租屋
中缴获1支气枪；在刘某店内查获刘
业胜存放的18根铁管、16根铝管和2
根木枪柄；在刘业武位于广东省深圳
市宝安区光明新区的出租屋内缴获6
根铁管。经贵港市公安局鉴定，缴获

的3支气枪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均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
规定的枪支；缴获的 2751 个枪支配
件均为《公安机关枪支弹药性能鉴定
工作规定》中规定的枪支零部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业
武、刘业胜违反枪支管理法的规定，
由被告人刘业武购买了气枪配件后，
与被告人刘业胜非法拼装成气枪枪
支，被告人刘业武的行为构成非法制
造、买卖枪支罪，被告人刘业胜的行为
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在共同犯罪
中，被告人刘业武提供枪支配件并教
会被告人刘业胜拼装成枪支，被告人
刘业胜负责将枪支配件拼装成枪支，
两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依
法应按照两被告人所参与的全部犯罪
处罚。被告人刘业武参与非法制造、
买卖枪支3支及枪支配件2751件，被
告人刘业胜参与非法制造枪支3支及
枪支配件 2751 件，属于刑法第一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情节严
重”，应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程 君）

非法制造、买卖枪支3支及枪支配件2751件

广西桂平两男子为牟暴利制售枪支获刑

此案是宁乡县人民法院近五年来
审理的第一起非法狩猎案件。该院副
院长张罗文指出，此案给广大人民群
众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非法狩猎
罪的对象是指除珍贵、濒危的陆生野
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外，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简称“三有”野生动物，包
括麻雀、青蛙、壁虎、蟾蜍、野鸡、野兔
和各种蛇类等共计 1700 多种。此案
涉案的雉鸡、石鸡、草兔等均属“三
有”野生动物，依照刑法及相关法律
解释，非法狩猎在二十只以上的即构
成情节严重。此案中两被告人未经许
可，非法使用气枪猎捕 74 只野生动
物，属于在禁猎区、禁猎期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狩猎罪，依法应受刑事处罚。

■连线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