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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2日（总第6740期）

申请人安徽阜阳天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面号
码为：90400041、21645444、票面金额为 3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6年5月17日、申请人为安徽阜阳天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付
款人为阜阳市颍州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出票行为徽商银行阜
阳清河东路支行的银行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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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安徽]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月 13日，受理了申请人广西温凯投资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该票据记载票号3060005121665217、票面
金额 268 034元、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
请人、背书人同申请人、签发日期2015年12月28日的内容。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本院于 2016年 7月 28日依法作出（2016）京 0105民催 3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北玻玻璃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
票 1 张【汇票号 1030005225367097，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 ，出 票 人 为 厦 门 市 时 兴 玻 璃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40390001040033298，付款行：农行厦门同安支行，票面金额人民
币 150000元，收款人为上海北玻玻璃技术工业有限公司，账号：
03801330040048764，汇票到期日2016年12月13日。该汇票由厦
门市时兴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票给上海北玻玻璃技术工业有限
公司，2016年 6月 24日上海北玻玻璃技术工业有限公司通过上
海松江西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发往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6日到达申通河南洛阳公司后遗失，
下落不明，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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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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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志强因持有号码为61357733的磁码支票1张(付款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古镇支行，出票人黄志
强，票面金额7290元，收款人空白) 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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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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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庆丰电器厂因持有号码为1050443033508964
的磁码支票1张(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金爵
豪庭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庆丰电器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
白) 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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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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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业分因持有号码为1040443031885977的普通支票1
张(付款行中国银行中山黄圃支行，出票人石业分，票面金额300000
元，收款人空白) 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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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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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希米灯饰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支票
号码28123099、金额42150元，付款行中国银行外海支行，出票人
中山市希米灯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中山市艺峰纸品商行。自公告之
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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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富阳玉诚碳酸钙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如皋农村商业
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于 2016
年 07月 22日依法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对如皋农村
商业银行的一份票号为：31400051/27072066；出票人全称为：江
苏英田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为：如皋市英田铸造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2015年12月9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整的
一份银行承兑汇票公告挂失。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本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虞山镇莫城亚俊护栏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记载：票号为30800053/96210098，出票日期为2016
年 5月 31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出票人为苏州市宏利
来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市希尔达服饰有限公司，付款银
行为招商银行苏州吴中支行，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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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宿迁市秀华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遗失，于 2016年 7月 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 受 理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汇 票 票 号 为
3130005137272050，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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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鑫盛源农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面号码
为31300051-35840852，出票人为营口海硕环保滤材有限公司，付
款银行为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立即停止支付，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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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葫芦岛亿隆电气设备修配厂因不慎遗失营口银行葫
芦岛分行账务处理中心签发的票面号码31300051 38849610（出
票日期贰零壹陆年零伍月壹拾贰日，票面金额贰万伍仟元整，出
票人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葫芦
岛亿隆电气设备修配厂）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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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辽宁普诚医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 30800053/96120245，票面金额为 38,728 元，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2月 16日，出票人为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招商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辽宁永华药业有限公司，申
请人辽宁普诚医药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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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京联化工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潍坊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9219647，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4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奥泰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潍坊美奥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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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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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无效。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莱芜市汇玉印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该
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670541号，票面金额为贰万
元整，出票人为山东金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烟台晨煜
电子有限公司，出票行为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本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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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票据记载：票号 30500053/26966806，出票人为东营华泰纸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
民生银行东营广饶支行，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汇票到期
日为2016年12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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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山东]广饶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惊雷压力容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票据号码31300051/38684845、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
票人东营市佳昊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东营市博源石油液
化气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东营银行西三路支行、出票日期2016
年 5月 12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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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
十六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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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凯润建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据号码31300052/28020128、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东营
市宣庆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东营市天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付款
行威海市商业银行东营分行、出票日期2016年2月1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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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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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超垚润化工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壹张丢失现公
告。票号 10200052 24423036，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6年1月22日，到期日期2016年7月20日，付款行中国工商银
行滨州滨北支行，出票人滨州三元家纺有限公司，收款人滨州中润
纺织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止，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判决上述票
据无效。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海阳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灭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号为31300051/36504970，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
票日期为 2015年 8月 12日，到期日期为 2016年 2月 12日。出票
人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枣庄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最后持票人为深圳市海阳光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申请人为深圳市海阳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枣庄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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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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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明确我
国管辖海域的司法管辖与法律适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
约，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我国管辖海

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二条 中国公民或组织在我国与
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
渔区或公海从事捕捞等作业的，适用本
规定。

第三条 中国公民或者外国人在我
国管辖海域实施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罪
的，依照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条 有关部门依据出境入境管
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非法进入我
国内水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

的外国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
罚决定，行政相对人不服的，可分别依
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条和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向有关

机关申请复议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条 因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发
生海损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

由管辖该海域的海事法院、事故船舶
最先到达地的海事法院、船舶被扣押
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因在公海等我国管辖海域外发生
海损事故，请求损害赔偿在我国法院
提起的诉讼，由事故船舶最先到达
地、船舶被扣押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海
事法院管辖。

事故船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的，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
管辖。

第六条 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因
海上航运、渔业生产及其他海上作业
造成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请求

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管辖该海域
的海事法院管辖。

污染事故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外，
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污染或污染威胁，
请求损害赔偿或者预防措施费用提起
的诉讼，由管辖该海域的海事法院或采
取预防措施地的海事法院管辖。

第七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
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
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
用本规定。

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6年 8月 2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15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4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

法释〔2016〕1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已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74 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16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2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

法释〔2016〕17号

为正确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
关案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审判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船舶碰撞、海洋
污染等事故受到损害，请求侵权人赔偿
渔船、渔具、渔货损失以及收入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违反渔业法第二十三条，未
取得捕捞许可证从事海上捕捞作业，依
照前款规定主张收入损失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
中，发现违法行为，需要有关单位对其依
法处理的，应及时向相关单位提出司法
建议，必要时可以抄送该单位的上级机
关或者主管部门。违法行为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

第三条 违反我国国（边）境管理法
规，非法进入我国领海，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
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经驱赶拒不离开的；
（二）被驱离后又非法进入我国领海

的；
（三）因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被行政处

罚或者被刑事处罚后,一年内又非法进
入我国领海的；

（四）非法进入我国领海从事捕捞水
产品等活动，尚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
等犯罪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海洋水域，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

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
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一万公斤以上
或者价值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
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二千公斤以上或
者价值二万元以上的；

（三）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
水产品二千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二万元以
上的；

（四）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
者方法捕捞的；

（五）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
者方法捕捞的；

（六）在公海使用禁用渔具从事捕捞
作业，造成严重影响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非法采捕珊瑚、砗磲或者

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海域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的；
（四）造成严重国际影响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价值或者非法获利达到本条第
一款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价值或者非法获利达到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标准，造成海域生态环境严
重破坏的；

（三）造成海域生态环境特别严重破

坏的；
（四）造成特别严重国际影响的；
（五）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

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节严重”：

（一）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瑚、砗磲或

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特别严重”：

（一）价值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七条 对案件涉及的珍贵、濒危

水生野生动物的种属难以确定的，由司
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
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报
告。

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制
品的价值，依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的规定核定。核定价值低于实际交易

价格的，以实际交易价格认定。
本解释所称珊瑚、砗磲，是指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国家
一、二级保护的，以及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
的珊瑚、砗磲的所有种，包括活体和死
体。

第八条 实施破坏海洋资源犯罪行
为，同时构成非法捕捞罪、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组织他人
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
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有破坏海洋资源犯罪行为，又实施
走私、妨害公务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
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提
交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
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证据，可以作
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下列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一）调查人员不具有所在国法律规

定的调查权；
（二）证据调查过程不符合所在国法

律规定，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
性规定；

（三）证据不完整，或保管过程存在

瑕疵，不能排除篡改可能的；
（四）提供的证据为复制件、复制

品，无法与原件核对，且所在国执法部
门亦未提供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
件一致的公函；

（五）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
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
续，或者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

（六）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行政相对人未依法取得
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行政机关
认为该行为构成渔业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人民法院
应当从以下方面综合审查，并作出认
定：

（一）是否未依法取得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或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二）是否故意遮挡、涂改船名、船
籍港；

（三）是否标写伪造、变造的渔业
船舶船名、船籍港，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渔业船舶证书；

（四）是否标写其他合法渔业船舶
的船名、船籍港或者使用其他渔业船
舶证书；

（五）是否非法安装挖捕珊瑚等国
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设施；

（六）是否使用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禁用的方法实施捕捞；

（七）是否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
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
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内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

（八）是否于禁渔区、禁渔期实施

捕捞；
（九）是否存在其他严重违法捕捞

行为的情形。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对停靠在渔

港，无船名、船籍港和船舶证书的船
舶，采取禁止离港、指定地点停放等强
制措施，行政相对人以行政机关超越
法定职权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无船名、无船籍港、无
渔业船舶证书的船舶从事非法捕捞，
行政机关经审慎调查，在无相反证据
的情况下，将现场负责人或者实际负
责人认定为违法行为人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有证据证明
行政相对人采取将装载物品倒入海中
等故意毁灭证据的行为，但行政相对
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
政相对人的行为给行政机关举证造成
困难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行政机关
的证明标准或者决定由行政相对人承
担相反事实的证明责任。

第十四条 外国公民、无国籍
人、外国组织，认为我国海洋、公安、海
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等执法部门在行政执
法过程中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
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
政诉讼。

第十五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
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
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
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
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6年8月
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已于2016年5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2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台州8月1日电 （记者 余
建华 通讯员 周玉瑶）洪某的丈夫金
某受雇为王某修房时不慎坠亡，经法院
审理，王某及其妻子牟某应承担 80%的
民事责任，赔偿共计13万余元。但时隔
八年，洪某等原告手握判决书却无法拿
回赔偿款。

今年 7 月 25 日，洪某等 5 人向浙江
省临海市人民法院提起了台州首例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自诉案。今天，临海
市人民法院对该起拒执罪刑事自诉案件
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分别判处王某、牟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 12月，因
家中装修，王某叫来金某等人打工。金
某在屋顶檐沟工作时不慎坠落至二楼平
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8 年 3月，法院判决王某夫妻赔
偿洪某等人因金某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总计133679.50元。判决生效后，王某

夫妻并未履行。同年 4月 24日，洪某等
人向临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调查，
王某夫妻名下确无财产可供执行。6月
30日，该执行案件程序终结。

2015年7月，洪某等人向法院反映，
王某夫妻正在建造新房，于是法院重启执
行程序。7月20日，法院对王某的妻子牟

某采取了15天的司法拘留,并采取措施扣
划了王某夫妻名下银行账户中的 22438
元。

此后，法院再没有查找到任何有关王
某夫妻的财产线索，王某夫妻一直逃避在
外。后经调查发现，王某夫妻名下的银行
账户中总计有10余万元存款，在牟某被司

法拘留期间，有8万余元被提取。
今年 7 月 25 日，洪某等 5 人向临

海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王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同日
临海法院予以受理。26日，法院决定
对王某予以逮捕。27日，王某的家属
闻讯后，迅速履行了剩余执行款及利

息 14 万余元，并取得了自诉人的谅
解。

2015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规定申请执行人在有证据证明的
前提下，可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临海法院院长李本浪认为，拒执
罪刑事自诉的规定是法院破解执行难
的一把“利剑”，在法院案多人少的情
况下，由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由法院
提供法律支持，双方联手，最终达到解
决执行问题的目的。

拒不执行赔偿判决被提起刑事自诉
台州一对夫妻均获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