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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 2016年 11月 30日根据债权人申
请裁定受理上海鑫存热能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并于2016年12月16日依法指定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
师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持证明材料原件按以下联系方式到本清算组办
理登记手续，逾期不办将按相关法规处理；相关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在上述期限内向清算组履行清偿交付义务。清算组联
系方式：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一楼
25层，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刘啸森，电子邮箱 liuxs@junhe.
com，电话021-52985488，邮编200041。

上海鑫存热能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月12日

本院受理李华山申请宣告高金霞死亡一案，于 2016年 1月
19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7年 1月 20日依法作
出（2016）鄂0203民特1号判决，宣告高金霞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庆玉、程春芳申请宣告王森强死亡一案，经查王
森强，男，1991年 8月 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阜南县曹
集镇王庄村六队371号，于2012年12月6日润航208号黄砂船航
行于长江 129号红浮附近水域时不慎落水，经搜寻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王森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阜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丁响真申请宣告贾瑞燕（女，身份证号：
370282197611145120）失踪一案，申请人丁响真称，被申请人贾
瑞燕于 2012年 3月 19日下午和申请人争吵后离家出走，自此与
家人再无联系。下落不明人贾瑞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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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贾瑞燕将被宣告失踪。凡知道下落不明人贾瑞燕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贾瑞燕的
情况，向本院报告。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杏笑申请宣告梁彩柳死亡一案，经查梁彩柳，女，
汉族，1963年1月25日出生，户籍地址为广东省南海县平洲平西兴
仁队，户籍档案记载的公民身份编码：440622630125286，于1989年
2月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梁彩柳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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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汪松平申请宣告汪中国死亡一案，经查，汪
中国，男，1954年 3月 3日生，汉族，原住贵阳市云岩区和平巷 7
号附11号。于2000年10月6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汪中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秀荣申请宣告崔

营死亡一案，经查：崔营于2012年3月31日晚18时，在铁路文化宫门
口走失，失踪已满四年，至今未归，故申请宣告崔营死亡。下落不明人
崔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法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崔营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崔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崔营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4日受理申请人王林琳申请宣告刘辉失
踪一案，申请人王林琳称，其父刘辉于 2014年 7月 20日离家后，
一直联系不上，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刘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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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刘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辉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辉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林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仕朝申请宣告公民
李爱英失踪一案。申请人李仕朝称，李爱英于2004年5月从襄阳高
新区团山镇李冲村4组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李爱英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李爱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爱英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爱英
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山岗申请宣告山家宽死亡一案，经查：山家宽（男，
1937年 12月 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育才路罐
头厂，公民身份号码：420101193712130510）于 2012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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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家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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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藏本道申请宣告魏
乃弟公民失踪一案。申请人藏本道称，2007年2月12日左右，魏乃
弟从家中走失，音信全无。下落不明人魏乃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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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魏乃弟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魏乃弟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魏乃弟
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金春艳申请宣告公民于海
文死亡一案。申请人金春艳称:于海文,男,满族,出生地辽宁省本溪满族自
治县,1973年4月27日生，公民身份证号码：210521197304270772，金春
艳与于海文系夫妻关系，于海文精神方面有问题，于2011年1月28日晚
自己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于海文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于海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于海文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于海文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晓婷申请宣告孟小霞失踪一案，经查，孟小霞，

女，1979年 9月 29日生，汉族，住所地在诸城市皇华镇西莎沟村
42号。身份证号码：37078219790929744X。孟小霞于 2006年上半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孟小霞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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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淑涵申请宣告邱春雨（曾用名邱瞒瞒）失踪一案，
经查：邱春雨，女，198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在峄城区底阁
镇前王庄村，身份证号码：370404198811291428。于2014年2月起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邱春雨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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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宣告张倩失踪。[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索天良申请宣告索志良死亡一案，经查，索志良，
男，生于1968年1月5日，汉族，农民，住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第
一村14组005号，于1986年5月5日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索志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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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国富、王俊丽申请宣告许莉昉失踪一案，经查：许莉

昉，女，汉族，1995年3月8日出生，住陕西省城固县桔园镇杨家滩村
十一组，于2013年12月11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
莉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3个
月。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城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孟祥益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薇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王薇，女，197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
津市红桥区新河北大街红俱前里 47号。于 2008年 1月 25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被申
请人王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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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云香申请宣告李军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李军，
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120106197306040017，原户
籍天津市红桥区本溪路昌图楼30号505-506，于2011年4月22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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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秉刚申请宣告王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本
情况于2009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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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秦霞：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被执行人广州市翠月纸
业有限公司、刘东、秦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4）湛霞法
民三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依法立
案执行。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粤
0803执1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穗启诚评字【2016】-6574号估价
报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可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广东]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陈双林、姜双秀、陈红亮：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邯郸市高开区支行申请执行你们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我院
作出的（2014）丛民初字第 203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冀0403执1707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纳入失信人名单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责令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如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本
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如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
院将根据法律规定，将你们纳入失信人名单。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河北富通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原名河北富通智能建

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我院受理沧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诉
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需对该案中涉案工程量、工程款项等
进行鉴定。现通知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司法技
术辅助室，参加选取鉴定机构，并对鉴定需要依据的相关证据
材料进行质证。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赵黎明（身份证号码210123197903240023）：本院执行赵黎

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法律规定，向你本人公告
送达本院（2016）辽0123执6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康平县人民法院

邵红：本院受理耿瑞芝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一案，本院已依
法对你名下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滨河新苑25-6-
601号房屋一套进行了评估且已公告送达了评估报告。本院拟对
上述房屋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10日来本院领取，如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田志恒：本院受理徐福卫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一案，本院已

依法对你名下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河东区九经路祥云名苑 2-
1-4701号房屋一套进行了评估且已公告送达了评估报告。本院
拟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10日来本院领取，如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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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1月26日电 （记者 张
晓敏）今天上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赵春华非法持有枪
支上诉一案，并依法当庭宣判。

被告人赵春华于2016年12月27日
被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枪
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赵春
华上诉后，天津一中院依法立案受理并
查明：2016年8月至10月间，赵春华在天
津市河北区李公祠大街海河亲水平台附
近摆设射击摊位进行营利活动。同年10

月12日22时许，赵春华被公安机关巡查
人员查获，当场收缴枪形物9支及配件等
物。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
定，涉案9支枪形物中的6支为能正常发
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二审法院认为，赵春华明知其用于
摆摊经营的枪形物具有一定致伤力和危
险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购买获得而擅
自持有，具有主观故意。赵春华非法持
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 6
支，依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属情节严重，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考虑到赵春华非法持有的枪
支均刚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其非法持
有枪支的目的是从事经营，主观恶性程
度相对较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
对较小，二审庭审期间，其能够深刻认
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认罪态
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也建议对赵春华适用
缓刑，故酌情对赵春华予以从宽处罚。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

赵春华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
合法。综合考虑赵春华的各种情节，对
其量刑依法予以改判。遂以非法持有枪
支罪判处上诉人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宣判后，二审法院依法对赵春华解
除了羁押措施。赵春华表示认罪服判。

赵春华的家属、媒体记者、群众等
20余人旁听了庭审。

图为宣判现场。 赵亚锋 摄

为报复向多名女性喷射腐蚀性液体
江苏一男子寻衅滋事被判刑二年

本报讯 福建一男子谎称要租
房，进入房间后便持水果刀威胁女房
东将钱拿出来，并将女房东手脚捆住，
然后将女房东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被告人兰明兴
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
月，并处罚金3000元。

兰明兴是福建人，其看到一条房屋
租赁信息后便密谋实施抢劫。2016年
6月7日15时许，被告人兰明兴冒充租
客以看房为由打电话约女房主卢某一
起到贵港市港北区金港大道某大厦
2402号房，待进入房间后，被告人兰明
兴持一把水果刀对卢某进行威胁，并用
透明胶对其实施捆绑手脚、封嘴巴，随
后将卢某身上价值人民币390元的小
米牌手机一台、价值人民币1400元的
黄金吊坠一个、现金人民币180元及卢
某的中国银行银行卡一张、建设银行银
行卡一张、身份证、钥匙等物抢走。

案发后，被抢的手机、黄金吊坠、

两张银行卡、身份证、钥匙及现金人民
币83.5元已被公安机关追缴并发还被
害人卢某。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
告人兰明兴的家属代其退赔人民币
96.5元交至法院。

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明兴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当场劫取他人
财物，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抢劫
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兰明兴是
初犯、偶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
行，认罪、悔罪态度好，且赃物大部分
已被追回，可以对其从轻处理的辩护
意见，经查证属实，法院予以采纳。被
告人兰明兴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理。对辩护人提
出建议对兰明兴适用缓刑的意见，根
据兰明兴犯罪的事实、情节及性质和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宜对其适用
缓刑，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
见，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法院依法作
出前述判决。 （黄丽丽 黄 聪）

男子假装租客看房
持刀抢劫女房东获刑

赵春华涉枪案二审宣判
天津一中院改判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赵春华案二审为何这样判？该案二
审判决后，南开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博
士生导师张心向就二审判决谈了自己的
看法。

张心向认为，二审法院依据法律规
定和赵春华的犯罪事实，一方面认定赵
春华有罪，另一方面考虑其犯罪的具体
情节判处了缓刑，这个结果是比较客观、
合理的，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考虑
了案件的特殊性，使法律正义和社会公
众的朴素正义感得到了协调，做到了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具体说
有两个意义：

一是努力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平
衡点，使法律正义和公众的朴素正义感达

成了协调一致。司法是经验和价值判断
的职业，在一些案件中既要惩治犯罪，又
要体现人文司法的精神。赵春华的这个
案件，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无疑已经构成了
犯罪，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原则的
基本要求，是法律正义的基本要求。但另
一方面，赵春华的行为又被许多群众所理
解甚至同情，她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
害性与其他犯罪有所不同。对这两方面
因素综合加以考虑，使两者平衡了，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就会双赢。天津一中院
通过缓刑判决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是终审判决对社会公众起到了指
引、评价和警示的作用。人民法院通过司
法裁判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作出的
判决对社会具有指引、评价和警示意义。
天津一中院通过这份判决明确地告诉了
大家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
做。例如在枪支问题上，通过赵春华案，
让社会公众加深了对国家严格控枪政策

的了解，增进了公众对枪支属性和涉枪犯
罪危害性的认识，进一步普及了涉枪犯罪
的刑法知识。尤其是在枪支的危害性问
题上，更是给了我们非常及时、必要和深
刻的提示，一是对于存在于社会上的类似
于赵春华持有的这类枪支，一般公众对它
的危害了解甚少，甚至不以为然，但其实
已经达到了枪支标准，足以造成伤害，这
些东西的存在对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很
大；二是这类枪支与真枪高度近似，很容
易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直接对社会造成
威胁，这类例子举不胜举；三是一旦枪支
被盗、被抢，流失到社会上，会衍生一些其
他危害。所以，这个案子对社会的警示、
教育、指引意义还是很深刻的。

赵春华案二审判决后，天津市行通
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王
雪莉谈了对二审判决的意见。

问：如何看待赵春华案一审的判决
和二审的改判。

答：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
规定了非法持有枪支犯罪，根据司法解
释规定，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
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就构成犯罪，非
法持有 5 支以上的，就属于“情节严
重”，应当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一审判决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
度内的。二审庭审期间，赵春华对自己
的行为性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表现出
比较好的认罪态度，根据赵春华的实际
情况，判处缓刑不至于对其所在社区造
成重大不良影响，符合判处缓刑的条
件。因此，二审法院在具体处理上也给
予了适当的调整，使判决更加符合罪责

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

问：赵春华案一审判决后，社会上
有一些评论认为，赵春华不过是使用玩
具枪进行游艺活动，这些现象在社会上
比比皆是，不宜按犯罪处理。您如何看
待赵春华案的社会危害性？

答：赵春华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除了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主要取决于
两方面内容，一是是否具备主观故意；二
是是否具有社会危害。关于主观故意问
题，经庭审确认的证据证明，赵春华明知
所持有的是枪形物，无法通过合法途径
购买获得，且应当知道该枪形物具有致

伤力，因此应当认定其具有主观故意。
至于是否明知枪形物致伤力的具体程
度，不影响犯罪构成主观故意的成立。

本案的涉案枪形物经依法鉴定已经
达到了枪支认定标准，具备一定的致伤
力和危险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枪支。
首先，我们不能将赵春华持有的枪支简
单地等同于玩具。公安部对于玩具枪的
标准有明确的答复意见，赵春华持有的
枪支与制式枪支在外形、颜色、构造等方
面高度近似，从外观上就已经远远超出
了玩具枪的制造要求。要知道，仿真枪
在我国也是严格禁止生产、销售的，枪支
管理法有明确规定。这是因为仿真枪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威慑力，落在犯罪分子
手里，就会成为犯罪的工具，前不久国外
发生的一起劫机事件就是使用的仿真
枪。大家到网络上搜索一下，持仿真枪
抢劫、绑架的新闻不绝于耳。赵春华持
有的枪支不但仿真，而且具备一定的致
伤力。所以，关于赵春华使用玩具枪被
判刑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小时候
玩儿的弹弓、火柴枪都比赵春华的枪支
威力大，为什么单单把赵春华抓起来。
对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一
方面，一些威力较大的弹弓和火柴枪本
身也是管制物品，另一方面，从外观
上，弹弓、火柴枪的威慑力与枪支难以
相提并论。总之，枪支是国家严格管控
的危险物品，禁止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
持有枪支，对于赵春华行为的评价，应
该回到法律规定，用法律思维来认识。

■专家解读■
赵春华案二审法院为何这样判？

■律师专访■
二审判决体现宽严相济

新华社长沙 1月 26日电 （记者
阳 建） 26 日，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对观沙岭街道非法拆除房屋致人
死亡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观沙岭街道
原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等8人分别以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重大责任事
故罪判处有期徒刑。

其中，原观沙岭街道城管爱卫办副
主任兼拆违办主任朱建群被以玩忽职守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观沙岭街道工
委书记厉军、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建新、原
茶子山村支部书记万智、茶子山村主任

段庆，被以滥用职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有期徒刑一年、
宣告缓刑一年，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
刑一年，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
年；原观沙岭街道工委副书记任亿文、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潘多，被以玩忽职守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
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现场工
作人员樊梓祥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观沙岭街道办事处
为在所辖茶子山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

村民安置房，在多次协商未果后，于2016
年6月16日，非法对该集体土地上的杨
君、杨全户的房屋进行拆除。在对房屋进
行人员和物品清场过程中，未对房屋进行
认真清查，最终导致留在屋内的被害人龚
某某死亡。案发后，上述8名被告人主动
配合到案并接受办案机关调查，被害人龚
某某的近亲属出具了书面谅解意见。法
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8名被
告人的罪名成立，根据8名被告人犯罪的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长沙非法拆除房屋致人死亡案宣判
8人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刑

拖欠民工工资逾200万
包工头拒支付获刑二年

本报讯 去年，在江苏省宿迁市
宿城区、湖滨新区出现多起向女性喷
射腐蚀性液体案件，一时间被传得沸
沸扬扬，弄得人心惶惶，不少女性甚
至晚上不敢出门。近日，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
起案件，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罗
某有期徒刑二年。

2016 年 7 月 4 日 晚 10 时 30 分
许，一中年女性骑着电动车沿着宿迁
市区幸福北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一家旅
馆门前时，一陌生男子从其身后向其
喷射疑似硫酸液体，致其左侧腰部灼
伤。该男子作案后逃走。大约在这个
案件发生前 10 分钟左右，一中年女
性骑着电动车路过矿山居委会一巷子
入口时被人喷射疑似硫酸液体，致其
衣服腐蚀，皮肤被灼伤。

警方调查发现，2016年 5月和 6
月间，宿迁市湖滨新区井头辖区发生
4起类似的案件，作案的对象都是夜
间独行女性，作案的手段相似。据被
害人描述，嫌疑人为男性，年龄大约
在 30到 40岁之间，中等身材，骑一

辆紫色或红色踏板车。据此，警方推
断，这几起案件应为同一人所为。后
经过警方缜密侦查，于 7月 7日晚将
嫌疑人罗某抓获归案。

在法庭上，被告人罗某称在其第
一段婚姻中妻子出轨被发现后，在其
要求回家好好过日子的情况下，其妻
不仅没有好好悔改，并对其进行辱骂，
因而认为大多数女性都不是好人，所
以产生报复心理。对于此次犯罪，罗
某已经认识到了严重的后果，认罪悔
罪，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待其刑满
释放以后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罗某
多次随意向他人喷射腐蚀性液体，情
节恶劣，犯罪事实清楚，应当以寻衅
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罗某曾因故
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系
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罗某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
罚。据此，综合全案情节，根据刑法
相关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朱来宽）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
事案件，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王某承
包了一系列工程，工程完工结算后建
设方已将王某承包的劳务费支付给王
某，但王某未如数支付民工工资。
2014 年 12 月，该工地的民工向綦江
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投诉
王某拖欠工资。

綦江区人社局立案调查发现，王
某拖欠民工工资共计 245 万余元。
2015 年 1 月 27 日，该局向王某送达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责令支付通知
书》，限其于 7 日内足额支付民工工
资。此后接连几天，该局工作人员还
以短信的形式向王某发了催告通知，

要求王某准备资金支付民工工资。
接到通知后，王某仍未支付被欠

薪民工工资，反而逃至贵州，并更换
手机号码，处于失联状态。

2015 年 2 月 10 日，綦江区人社
局将案件移送到綦江区公安局，公安
局以王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进
行立案侦查。9月，綦江区公安局对
王某开展网上追逃。2016 年 3 月 8
日，王某到綦江区公安局投案自首。

綦江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以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数额较大，经重庆市綦江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
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遂作出上
述判决。

（郝绍彬 杜云发 曾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