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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北京10月11日讯 （见习记
者 丁 珈 通讯员 王要勤）北京一
村支书涉嫌单独或指使村里经济合作社
会计主管，多次通过虚列报销科目等手
段骗取公款共计 400 余万元被提起公
诉。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9月至2014
年 12 月间，姜振国利用担任北京市房
山区城关街道洪寺村党总支书记，负责
洪寺村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多次指使
该村经济合作社会计主管史英茹，虚列

“3号地围墙工程款”“安置房围墙工程
款”“西沙河治理工程款”等报销科
目，使用假发票骗取公款共计330余万
元；姜振国还单独利用上述职务便利，
通过虚列支付“食品款”和“米面油”
的手段，骗取公款共计70万元。

庭审中，姜振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均提出异议，史英茹表示均无异
议。姜振国辩称，自己在涉案工程票据
上进行签字，只是履行签字程序，对财
务票据看不懂也看不过来。史英茹供述
称，关于指控的事实，其均按姜振国的
要求将相关款项或购物卡交与姜振国处
理；自己不负责工程的相关事宜，姜振
国对工程项目具有直接决定权；关于现
金支出，只有姜振国的签字或者他给财
务人员打电话后，财务人员才向街道申
请现金，且自己不负责现金支取的相关
工作。

公诉机关认为，姜振国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
史英茹骗取公共财物，其中姜振国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史英茹犯罪数额巨大，其
二人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贪污
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史英茹在共同犯
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到案
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依法
具有立功表现。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被控骗取公款共计400余万元

北京一村支书涉嫌贪污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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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淑玲、杨俊杰、杨怡巍、河南瑞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191民
初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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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因本案被告张继鑫、职继芳、
郑州市郑东新区恒越陶瓷建材商行提起了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
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苏荣德建设有限公司、蔡斌、蔡峰：本院受理原告石静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石静于 2016年 8月 12日提交的上诉
状。上诉状内容：一、依法撤销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6）皖
1602民初 1674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被上诉人江苏荣德建设
有限公司、蔡斌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 25万元，违约金 40万
元；被上诉人蔡峰负连带偿还责任。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三、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潘嵩其：上诉人康霞就（2015）丛民初字第03313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吴金明、师见分：本院受理的李留根、鲁沛红、张振旗与你们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在本院第35法庭开庭。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7月11
日裁定受理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
8月22日指定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唐山海港远大物
流有限公司管理人。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

年12月12日前，向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
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海平路与港福街交叉口远大物流综合
楼13楼；邮政编码：063000；联系电话：15369508498联系人：刘艳）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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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唐山海港远大物
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唐山海港远大物流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2月27日上
午9时在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海港文化中心召开第一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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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乐亭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开封东苑大酒店的申请于 2016年 9月 9日裁定受
理开封东苑大酒店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河南千业律师
事务所担任开封东苑大酒店管理人。开封东苑大酒店的债权人
应于2016年11月18日前，向开封东苑大酒店管理人（通讯地址：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新宋路 1号；邮政编码：475000；联系人电话：
0371-2323095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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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东苑大酒店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开封东苑大酒店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1月29日9时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号法庭（开封市晋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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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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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8月22日裁
定受理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9月6日
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海
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2月6日
止，向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南通市工农路155号天鑫大厦509室；邮政编码：226007；联
系电话：郭律师，15262831668）申报债权，并提闪债权的相关证据。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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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1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强的申请于2016年8月22日裁定受理南通市德臣
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 年9月6日指定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为南通市德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管理人。南通市德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6年12月8日止，向南通市德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管理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南通市工农路155号天
鑫大厦509室；邮政编码：226007；联系电话：郭律师，15262831668）
申报债权，并提交债权的相关证据。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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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德臣汽
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南通市
德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12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8月22日裁
定受理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9月6日
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海

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2月6日
止，向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南通市工农路155号天鑫大厦509室；邮政编码：226007；联
系电话：郭律师,15262831668）申报债权，并提闪债权的相关证据。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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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1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9月2日裁定受理浙江涌圣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有关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11月10日止的期间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新安路31号浙江无剑律师
事 务 所 ；联 系 人 ：戴 小 慧 、徐 宁 ；联 系 电 话 ：13757019971
15957029876。逾期未申报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处理。浙江涌圣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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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人民法院第十
四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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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如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恒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注册号：企独粤深总字第
304839A号）经营期限届满，经股东决定由肖武春、李哲、王文、汪
道萍、栾永超组成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
手续。联系电话：13609621972，联系人：栾永超，联系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八卦二路611栋5楼。 恒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任利敏申请宣告代文来死亡一案，经查，代文来身
份证号230502195401200739，男，1954年1月20日，汉族，身份证
登记住所地为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西平行路 5-4 号，于
2010年8月14日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代文来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黑龙江]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佳宝申请宣告郑玉美死亡一案，经查：郑玉美，
男，1963年1月3日生，汉族，于2009年7月31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下午郑玉美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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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萍申请张明祥失踪一案，经查张明祥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明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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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布张明祥失踪。[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戎坤申请宣告马武军死亡一案，经查：马武军，
男，回族，1968年1月27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荣光巷3号1栋
2单元 4楼 7号。马武军于 2009年 12月 19日晚七时离家出走至
今未归，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马武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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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英申请宣告蔡治安死亡一案，经查：蔡治安，男，
汉族，1959年 11月 12日出生，现年 56岁，住成都市锦江区樱花
街 383号 4栋 1单元 1707号。蔡治安于 1999年外出走失，至今下
落不明已1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蔡治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桂清申请宣告罗秀芬死亡一案，经查：罗秀芬，女，
汉族，1922年 8月 31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文家街道乐平村 8
组，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11192208315428。罗秀芬于2007年12月
起，下落不明已满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罗
秀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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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9月 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颜继芬申请宣告周
碧行死亡一案。申请人颜继芬称，周碧行（男，1921年6月16日出
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中路44号8栋附35号）于2012
年8月27日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周碧行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周碧行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碧行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周碧行情况，向
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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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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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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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庭审现场。 王鑫刚 摄

本报讯 田某某、吕某等四人驾
驶越野车，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
旗通过砸碎汽车玻璃“取财”的方
式连续多次盗窃。近日，内蒙古自
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判决，田某某及吕某因犯盗窃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三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10 月
21日11时许，田某某、吕某、王某
（在逃）、朱某（在逃）四人驾驶越野
车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大路镇某
酒店门前，将受害人田某停放于此处
的越野车左后侧车门玻璃打碎，盗走
车内后座红色女式手提包内的现金
1900 元，经鉴定，田某被损坏的汽
车门玻璃价值 1200 元；随后，四人
又在准格尔旗大路镇一广场附近，将
周某停放于此处轿车的副驾驶侧车门
玻璃打碎，盗走手机一部，价值
2699 元，被损坏的汽车门玻璃价值

400元。
当日 16 时许，四人驾车在准格

尔旗薛家湾镇某小区附近，将韩某停
放于此处的商务车副驾驶侧车门玻璃
打碎，盗走韩某的手提包，经鉴定，
被损坏的汽车门玻璃价值54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田某某、吕某
伙同他人以破坏性手段多次盗窃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系共同犯罪。田某某、吕某
共实施盗窃三次，盗窃财物价值共
计 4599 元 （赃物已部分退还）。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项，
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
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
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
择一重罪从重处罚。故作出上述判
决。

（赵 硕）

多次砸碎车窗“取财”

二被告人以破坏性手段盗窃被从重处罚

本报讯 无视法院作出的生效判
决，王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被重庆市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在其出国期间限制入境。王某滞

留澳大利亚无法归国，迫于压力，通过
亲属与申请执行人孔某达成分期还款协
议，并支付了首期案款20万元。

九龙坡法院受四川某地法院委托，
办理孔某申请执行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根据委托法院 2015 年 1 月 20 日作
出的民事调解书，王某应于2015年4月
30日前归还孔某70万元，后王某逾期
不履行，孔某申请执行。

接受委托后，九龙坡法院向被执行
人王某发出执行通知和财产报告令，但

王某拒不按执行通知要求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拒不申报其财产状
况，经多次传唤，王某仍然拒不到庭，
且行踪不定，无法查找到其具体下落。
法院遂依法将王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限制其通过身份证乘坐飞机、
高铁等高消费行为。

2016年5月，九龙坡法院通过执行
联动工作平台，从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处查询获悉，王某利用其所持护照购买
机票，乘坐飞机出境到澳大利亚某地旅

游探亲，至今未归。
得悉王某下落后，为促使其尽快还

款，法院随即依法限制王某入境，并向
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通报。

9月4日，王某发现其无法购买机
票回国，面临非法滞留澳大利亚的可
能，遂通过其国内亲友联系法院，并迅
速与申请执行人孔某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承诺分批次履行 70 万元，并当即
向孔某履行了首期案款20万元。

（郝绍彬 鄢 唯 王建磊）

拒还款上失信名单被限制入境
“老赖”滞留澳洲履行还款义务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午，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合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
主任张晓庆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9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张晓庆利用担任合肥市第
二人民医院院长、合肥市卫生局局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药品和医疗设备
采购、医疗机构设置和执业审批等事
项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人民币
80万余元、美元5万元、价值人民币
9000元的购物卡。

2008年6月，张晓庆担任合肥市
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接受合肥市天星
药事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某（另
案处理）的请托，帮助南京医药合肥
天星有限公司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签订药房托管协议，使该公司此后取
得了市二院门诊药房的药品供应权。
从2009年初至2012年底，张晓庆先
后多次收受杨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
32 万元。在担任合肥市第二人民医
院院长期间，张晓庆还接受多家医疗
器械公司负责人请托，为这些公司销
售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血液透析机
等医疗器械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人民

币或美元。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张晓庆

利用担任合肥市卫生局局长的职务
便利，为潘某申请成立合肥某医疗
美容医院以及申请执业登记打招
呼，提供帮助，在办公室收受潘某
给予的 2 万美元。2014 年和 2015 年
春节期间，张晓庆接受合肥长江医
院院长周某的请托，为长江医院的
业务发展提供关照，在办公室收受
周某给予的价值人民币 9000 元的购
物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晓庆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0.9万
元、美元5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张晓庆委托的律师出庭为
其进行了辩护，被告人张晓庆及其辩
护律师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
议。法庭将择期宣判。

（周瑞平 张 敏）

被控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

合肥市卫计委原主任受贿案开审

本报讯 林某因酒后躺在公路边
睡觉时被殴打，为了发泄怨气持枪恐
吓他人。10 月 9 日，福建省漳平市人
民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
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缓刑二年。

林某曾购买一把自制枪支、红外线
瞄准镜及五发子弹用于打猎，并将该枪
支藏放在漳平市新桥镇某村自家中。
2016年6月8日凌晨，林某酒后躺在本

村郑某店铺前的公路边上睡觉时，被郑
惟某和曾某殴打，心生怨恨，便萌生回
家取枪支吓吓郑惟某和曾某的想法。

林某回家取枪后，在返回该店铺时

被发现携带枪支，曾某和郑惟某冲上去
抢过来，郑惟某拿到枪支后朝公路边的
山上扣动扳机并发出枪声。后枪支被到
现场的民警收缴。经鉴定，该枪支是以

火药为动力，可正常发射，具有杀伤
力。7月26日，被告人林某自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违反
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
发射的枪支1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
有枪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林某的犯罪
事实、性质及情节。遂依法作出前述判
决。

（陈立烽 俞玮钰）

为泄愤拿枪吓人

福建一男子非法持枪获刑

本报讯 中学生张某因发生车祸后
耽误了一年学业，便将肇事者及保险公
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包括2万余元
误学费在内的各项损失。日前，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包括
23476元误学损失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57070.36元。

今年 17 岁的张某系海安县平桥村
村民，在海陵中学初三就读。2014 年
10月25日18时，张某骑自行车途经一
交叉路口时，被赵某驾驶的小轿车撞
倒受伤，事故致使张某肝脏损伤、右
侧气胸、牙齿脱落等花费医疗费26946
元。事发后，张某未能返校学习，休
学一年。经交巡警大队认定，赵某承
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涉案轿车
在南通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 50 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

治疗结束后，因多次协商未果，张
某一纸诉状将车主赵某及保险公司一起
诉至海安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赔偿包
括误学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万
余元。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张某受伤
后休学系其自行扩大了损失，请求法院
驳回原告对误学费的诉讼请求。

海安县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误学损
失，张某系在校学生，因案涉交通事故
致学业受到影响，出院医嘱已载明注意
休息，避免受凉和劳累，避免剧烈活动
等。张某治疗及休学是不争的事实，因
此增加了中学期间一年的生活消费支
出，该项损失与本次事故有直接、必然
的因果关系，且已实际发生，并非张某
自行扩大的损失，依法应属于财产损失
范围。

对于赔偿标准，在城镇就读的学生
应当比照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标准计算相关费用，由于 2014 年江

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3476
元，故应支持张某一年的误学损失
23476元。

海安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内赔偿张某14193.36元，在商业
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张某42877元，合计
57070.36元。

保险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陆炜炜 王霖玉）

农村学生出事故休学，损失怎么赔
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误学损失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校中学生休
学期间的误学损失应否赔偿及其赔偿标
准的确定。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顾晓威介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
益所造成的损失。在校中学生因交通事
故受伤休学而发生的误学损失属于财产
损失的范围，应获得赔偿。首先，在校
中学生因交通事故受伤确需治疗、休息
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跟不上学校的教
育学习计划，办理休学手续合情合理。

其次，学生休学期间没有收入，客观上
增加了休学期间的生活消费支出，也延
误了其参加工作的时间，如不支持其误
学损失，不能填平其实际发生的损失，
对在校学生也不公平。

目前越来越多农村学生选择到城市
就学，他们常年在城市学习、生活，其
生活、消费水平与一般的城镇居民基本
相同，虽然其户籍仍在农村，但是事实
上已经融入城镇生活。因此从公平、正
义的价值理念出发，对他们因交通事故
受伤而发生的相关损失，可以参照城镇
居民的赔偿标准。本案中，张某系在城
镇就读的学生，法院故参照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了休学一
年的费用。

■连线法官■

本报常州10月11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受贿
案，对被告人申维辰以受贿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对申维辰受贿所得
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 1992 年 至 2014
年，被告人申维辰先后利用担任山西
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晋中地委书
记，晋中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中共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
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
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9541.965936
万元。

常州中院认为，被告人申维辰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申维辰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
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申维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