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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4日（总第6825期）

申请人昌邑市福亮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
行于2016年2月5日办理的出票人为江苏西蒙特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收款人海安县沪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额 5000 元，票号
31400051/28644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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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英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清算中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票号
30900053 28029668，票面金额壹拾万圆整，出票日期 2016 年
8月 9日，出票人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徐州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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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英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清算中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票号
30900053 28029616，票面金额叁拾万圆整，出票日期 2016年
8月 9日，出票人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徐州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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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友邦天成九如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28264029，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苏州市桔园管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吴江市伟宏通信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吴
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 2015年 9月 11日，汇票到
期日 2016 年 3 月 11 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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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利邦农化有限公司因遗失江都农村商业银行
营业部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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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
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利邦农化有限公司。二、公示
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3140005128588608；票面
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江苏方正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背
书人江苏方正钢管有限公司、吉林省天雅万印毯业科技有限
公司、高密市安信物流有限公司、山东同鑫固铂商贸有限公
司；持票人山东利邦农化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6 年 6 月 22
日，汇票到期日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6 年 10 月 26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止。四、自本公告之日
起 9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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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富乐新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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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号为：3100005124562489，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
日，票据金额 100871.80元，出票人为浙江红雨医药用品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潍坊富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2月3日)。利害关系人应于六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与被
执行人蔡忠广、蔡益荣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被执行人
所有的“鲁荣渔 51881、51882”号渔船，并裁定于 2016年 11月 1
日对该两船舶予以第一次公开拍卖，由于无人竞拍导致流拍，定
于2016年11月15日上午10时整在本院法庭对上述船舶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凡竞买人，可于2016年11月14日11时前向拍卖
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保证金两船 48万元，两船整体竞
买，看船时间于登记日前截止。开户行：农行青岛东海西路支行
账号：38020401040000388 全称：青岛海事法院联系人：荆凯
0532-55786429高艺 0532-55786467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2015)深中法破字第 42号 因深圳市中傲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无法接管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进行全面清
算，通过邮寄、公告等方式也无法联系到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
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经管理人调查，除接收银行存款人民币
122.05元之外，未查到深圳市中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任何财
产。本案现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10月 27日裁定终结
深圳市中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本院根据昆山金朗誉丝印器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5
月 13日裁定受理春焱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年 6月 3日指定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担任春焱电子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管理人。2016年10月26日，本院根据春焱电
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春焱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和解。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常熟市服装城文兴布业经营部的申请，于2016年10
月26日裁定受理常熟市创世博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请债权人在2017年1月
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常熟市信一广场银座8楼；
邮政编码：215500；联系人张雪松律师，手机号码：18018165377)，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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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7年1月18日下午13时
30分在江苏省常熟市常熟中汇戴斯大酒店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常熟市创世博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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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付财产。股东朱月琴、王

瑜悦负有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如
实回答询问的法定义务；负有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帐簿、文书
等资料的法定义务。法定代表人朱月琴负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
实回答债权人询问的法定义务。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张龙超：本院受理胡燕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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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华、广东宝来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禹岸诉陈华、广
东宝来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一、陈
华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 1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
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全部借款清偿之日止）；二、广东宝来
建材有限公司对陈华所欠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德庆县人民法院
郑丽辉、金葵：本院受理原告许怀贞与被告郑丽辉、金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2016）粵1302民初7725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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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的 15曰和 30曰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天上午 9时
（遇节假曰顺廷）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吴学申：本院受理原告郭孝诉你与哈尔滨晟森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参与选择鉴定机
构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选择鉴定机构之日起 5日内，到本院领
取参与鉴定通知书;自鉴定之日起 15 日内，到本院领取鉴定意

见。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后第 7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四川天府瑞兴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锐诉被告德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四川天府瑞兴实业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本院不能送达于你，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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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勇：本院受理原告汪金明诉被告梁勇、王成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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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玉荣申请宣告孟庆芬失踪一案，经查：孟庆芬于
2013年12月28日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孟庆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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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孟庆芬失踪。

[吉林]榆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纯志申请宣告付广宇死亡一案，经查：付广宇，

男 ，1972 年 12 月 16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
220122197212160716.于 1991年 5月 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付广宇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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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2016年 10月 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丽珠申请宣告
被申请人张耀良失踪一案。申请人张丽珠友称，2004年 12月左
右被申请人张耀良离家后至今未回。下落不明人张耀良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张耀良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张耀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张耀良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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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一男子冒充物业管理人员入室抢劫杀人
一审被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

厦门宣判两起网络电信诈骗案
两被告人分获有期徒刑

本报南宁11月3日电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一男子冒充物业工作人
员入室抢劫一女子，担心罪行败露，
竟残忍地将女子杀害。今天下午，南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备受社会关
注的抢劫杀人案进行一审宣判，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陈惠阳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 3 月 27 日
晚，被告人陈惠阳 （男，1990 年 1 月
4 日出生。2005 年因盗窃被收容教养
一年零九个月，2008 年因犯盗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5 年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15
年 7 月刑满释放） 判断其暂住在南宁
市青秀区蓝山上城小区出租房的楼上
只有一名女子独居，遂产生抢劫犯
意。同日 22 时许，陈惠阳携带一把水
果刀来到其楼上住户的房门外，冒充
物业工作人员诱骗被害人冯某打开房
门后，陈惠阳强行闯入室内控制冯某
到卫生间内的地上，并用电线捆绑冯
某手脚，用抹布塞住冯某嘴巴。随

后，陈惠阳搜取房间内冯某包里的
800 余元人民币和一部 iPhone6SPlus 手
机。劫取财物后，陈惠阳因担心罪行
败露而将冯某勒死。将冯某杀害后，
陈惠阳于次日凌晨 3 时许离开蓝山上
城小区乘坐火车潜逃至福建省厦门
市。经法医鉴定，冯某系因机械性窒
息导致死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惠阳冒充
小区物业人员诱骗被害人开门后，强行
闯入房内，以暴力胁迫的方法劫取财
物，之后为了灭口，又将被害人杀害，
其目无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
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后又故意非法剥
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已构成抢劫
罪及故意杀人罪。其一人犯数罪，依法
应当数罪并罚。陈惠阳曾因故意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
后，在五年以内又故意实施了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
从重处罚。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陈惠阳无
视国家法律，携带凶器入户，在暴力
劫取他人财物后，还采用勒颈手段残
忍杀害被害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陈惠阳作案手段残忍，作案后毁灭罪
证并畏罪潜逃，其犯罪行为社会危害
性极大，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
重，且系累犯。虽然陈惠阳归案后，
能如实供认自己主要犯罪事实，但其
罪行极其严重，不予对其从轻处罚，
应依法予以严惩。据此，法院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孙晓梅 李升云）

本报讯 11 月 2 日，江苏省南
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健康权
纠纷案作出一审宣判。一名患儿的

母亲因将南京儿童医院一女护士的头
砸破，被判赔偿各项损失2.3万余元。

原告吴敏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
名护士，今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
吴敏在为来自安徽宣城的一名小患
者进行输液静脉穿刺时，由于小孩哭
闹配合不好，造成首次穿刺不成功，
而就在吴敏欲准备再次穿刺时，门外
等候的患儿母亲汪莉突然冲进治疗

室，举起手中的苹果平板电脑向吴敏
的头部砸去，将吴敏额头砸出约 2 厘
米 长 的 伤 口 ， 深 及 骨 膜 ， 血 流 不
止。民警接报后，当场将汪莉抓获
并控制。事发后，汪莉被警方行政
拘留 8 天。

今年 8 月 23 日，吴敏以健康权受
到汪莉的侵害为由，一纸诉状将汪
莉告上鼓楼区法院，主张汪莉赔礼

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 3.7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为被告小

孩输液穿刺是履行护士的职责，小
孩配合不好造成穿刺不成功是常有
现象，不能成为被告殴打原告的理
由，被告以此理由殴打原告，是一
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同时存在法律
上的过错。被告该行为侵害了原告
健康权，造成原告损失和精神损
害，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原告
现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和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
定，法院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2.3 万余
元，并向原告书面致歉。（文中当事
人均为化名）

（李自庆）

一针未扎准，平板电脑砸向护士头
蛮横少妇被判赔偿并道歉

■连线法官■

殴打医护人员法不容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洪 维）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两起网络电信诈骗案作
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两被告人分
别领刑四年零十个月和六年零六个
月。

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 11 月以
来，苏某在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暂住
处实施网络电信诈骗，以他人名义购
买了银行卡及手机、电脑等作案工
具，雇请他人在互联网制作新豪速车
行、国彬车行等诈骗网站，在网站
上发布低价销售摩托车的虚假信
息。当被害人浏览到该虚假信息与
被告人苏某联系时，苏某即冒充公
司的客服人员假装与被害人谈妥购
车事宜，以汇运费、车款、保证金
为由诈骗被害人将钱款汇至事先准
备好的银行卡内。

2013年7月以来，苏某又纠集其
妻弟陈某（另案处理）以上述手段共
同参与诈骗直至案发。

经查，苏某通过上述手段，先后
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 23.8 万
元。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被告人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
共计人民币23.8万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部分犯罪系共同
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
告人苏某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
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可酌情从
重处罚。同安法院遂以被告人苏某犯
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十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 5 月以
来，张某为偿还高额债务，在网络上
发布可以办理高额信用卡、提升信用
卡额度的虚假信息，并以办理高额度
的信用卡刷卡套现或借钱投资等事
由，骗取被害人资金。

2012年5月，张某以代还信用卡
透支款为由，取得被害人刘某的银行
卡后套取资金共计7万元，并以资金
周转为由向被害人出具了借条，之
后，张某并未还款并断绝与刘某的联
系。

同年 10 月底，张某以代还信用
卡透支款和提升信用卡额度为由，骗
取被害人朱某信用卡并套取资金共计
人民币1.2万余元，之后，张某并未
还款并断绝与朱某的联系。

至2014年1月，张某以上述诈骗
手段作案7起。2014年1月23日张某
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1日被取保候
审。取保候审期间，张某继续故技重
施，疯狂作案，至 2015 年 6 月 29 日
被抓获时，张某又作案5起。警方查
实张某共作案 12 起，涉案金额共计
27.7万元。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
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价值共计27.7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张某通过网络发布虚假信息，
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社会危害
性较大，应酌情从重处罚。法院遂以
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

上述两起案件宣判后，苏某和张
某均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

本报讯 车身有划痕，车主想做
车辆喷漆却不愿自掏腰包，竟与汽
车修理店老板合谋伪造了一起两车
相撞的交通事故，买通定损员联合
作案企图骗取保险金。近日，安徽
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审结该起
恶意串通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的刑事案件。

2015 年 6 月，高某驾驶自有的出租
车到贵池区一汽车修理厂联系维修车
身划痕，汽车修理厂负责人凌某报价
后，高某认为维修费用过高，凌某见
状主动提出帮助“走保险”，不用出
钱就可得到维修。高某同意后，凌某
联系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员桂某，告诉
桂某有一辆车的车身划痕想要“走保
险”处理。

同年 6 月 11 日，凌某联系好高某

后，二人各自驾车来到平天湖万罗山
路与环湖路路口，人为制造了两车碰
撞事故。凌某、高某就事故原因互相
串通，向公安机关及保险公司作虚假
陈述。高某被公安机关认定负全部责
任。该起事故由桂某到场查勘定损，
桂某明知事故双方系串通骗保，仍提

供帮助。
6 月 19 日 ， 保 险 公 司 将 理 赔 款

3.3 万余元转入高某的银行卡，后高
某将钱转入凌某妻子钱某的银行卡。
之后，高某的出租车在凌某的汽车修
理厂得到免费维修。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凌某、

高某互相串通，故意造成财产损失
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数额较
大，二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
骗 罪 ， 被 告 人 桂 某 系 共 犯 。 凌 某 、
高某、桂某案发后投案自首，凌某
主动退赃。

根据上述案情及犯罪事实，法院
认定被告人凌某、高某、桂某均构成
保险诈骗罪。凌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并
处罚金 1 万元；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
元；桂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唐金法 吴其才）

为给车免费喷漆 竟合谋伪造事故
车主和汽修店主及保险定损员均构成保险诈骗罪

新华社济南11月3日电 山东
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3日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原总经理廖永远受贿、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一案。德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
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永远及其辩护
人到庭参加诉讼。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1997 年至 2014 年上半年，被告
人廖永远利用担任塔里木油田勘探开
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指挥、塔里木
油田公司经理、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总
经理、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

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
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339.410173 万元。另，廖永远对共
计折合人民币 2103.156904 万元的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提请以受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廖永远的刑事
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廖永远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廖永远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

廖永远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60 人旁
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受审

“一眼不合”便打人生事
四名少年寻衅滋事获刑

本报讯 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
眼，两少年对视几秒后，一方开口骂
了一句，随即产生纠纷。被骂的少年
小志纠集他人以对方不肯道歉为由

“教训”了对方。近日，广东省五华
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小志有
期徒刑十个月；判处小翔有期徒刑八
个月；判处小锦有期徒刑七个月，缓
刑一年；判处小楠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今年5 月的一天，17 岁少年小志
驾驶摩托车路过五华县某中学门口
时，遇到迎面而来的两个少年小柱、小

锋，此时小志觉得两人似曾相识，遂放
慢车速，看了他俩一眼，小柱回看他一
眼，两人对视几秒，小柱冲着小志喊出
了脏话。

翌日，小志纠集小翔、小锦、小
楠等未成年人和阿权、阿鹏（两人均
另案处理），一起去某村找小柱、小
锋。遇到二人后，小志等人先后对小
柱二人进行殴打，小志还将小柱的手
机摔坏并拿走小柱的30多元现金。

案发后，小志等人主动投案，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且赔偿损失，得到受害
方的谅解。 （徐冰琪 宋志宏）

该案承办法官说，近年来车险欺
诈骗赔的案件日趋增多，骗赔手段多
样，突出表现为一险多赔、先险后
保、酒驾顶包、非险骗赔、伪造假
案、小险大赔、虚假理赔等。诈骗人
员也日趋复杂，既有个别人铤而走险
的，也有集团化有组织作案的，而骗

赔金额也在不断上涨。保险欺诈威胁
着保险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损
害了广大被保险人的共同利益。

打击汽车保险诈骗，需要多管齐下
地采取措施。首先要完善保险公司理赔
的相关制度，加强保险理赔人员的队伍
建设，提高专业素质和能力，以提高对

保险诈骗的鉴别能力。其次，各保险公
司之间也应该加强信息交流，防止可疑
人员的重复保险和多次索赔现象。最
后，预防宣传工作也很重要，要对防范
汽车保险诈骗案件进行专项宣传，增强
公众防骗意识，并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保
险欺诈行为。

■法官说法■

该案承办法官高臻说，医生、护
士救死扶伤，理应受到全社会、尤其
是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尊敬。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患者或患者家属殴打医
生、护士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法律
和文明社会决不容许的。

高臻说，该案中，原告吴敏服务
的对象是个幼儿，不会配合治疗，出
现一些治疗上的瑕疵也是情有可原
的。治疗过程中发生一些小小的失
误，应该得到家属的理解，并积极

配合医护人员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医
患关系的和谐。从另一方面来说，作
为一个母亲，汪莉看到孩子遭受痛
苦，作出一些适当的反应也是可以理

解的。如果她对原告的业务技能确实
感到不满，可以找医院有关部门投
诉，或者寻求其他救济途径，但是绝
对不能使用暴力殴打医护人员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汪莉
对吴敏的伤害没有达到轻伤程度，
否则等待她的将是严厉的刑事处
罚。尽管如此，汪莉也要为她的不
理智买单。法院判决汪莉赔钱并道
歉，于法有据。

高臻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伤害医生、护士的行为都是法律不容
许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应该为他们的
一时冲动行为负责，轻则赔偿相关损
失，重则受到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