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现在开庭 ］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轶然 联系电话：（010）67550725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17日（总第6923期）

申请人深圳市涵烯照明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5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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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深圳市涵烯照明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21311196-21311200，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
栏贴边分理处，出票人深圳市涵烯照明有限公司，票面金额空
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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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黄圃镇亿利纸箱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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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中山市黄圃镇亿利纸箱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 码 3140443030320232、 3140443030320234、
3140443030320240、3140443030320242、3140443031046169，付款
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圃支行营业部，出票人
中山市黄圃镇亿利纸箱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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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湖南金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经

开区支行、票号为00100061/21021313、票面金额为20万元、出票
日期为 2016年 8月 6日、付款单位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经开区支行、账号 431650000012015060188、
收款单位长沙环通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开户银行长沙市工商银
行星沙支行榔梨办事处，账号1901023109200004986,背书单位长
沙环通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开户银行长沙市工商银行星沙支行
榔梨办事处，账号1901023109200004986、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2
月6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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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斯多孚建材（湖南）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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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孚建材（湖南）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
31300051/34561099，票面金额壹拾贰万零玖佰柒拾贰元整，出
票人斯多孚建材（湖南）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南亚鲁特幕墙门窗
有限公司，付款行长沙银行东城支行，出票日期 2017 年 1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2017月2月24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60日内。四、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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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铭汉家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号
1040005222385939，票面金额 100000元，汇票出票日期 2016年 8
月 16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 2月 16日，出票人青岛九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九联养殖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营业部。第一被背书人至第十一被背书人
依次为青岛九联养殖有限公司、莱西市佳禾农资供应站、山东圣
德源肥业有限公司、寿光市金兰经贸有限公司、寿光市长安蔬菜
有限公司、大庆茂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双恒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永嘉跃龙密封件有限公司、渭南
科赛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后第十
一被背书人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该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
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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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西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照金丰达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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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 10400052/22475484、出票日期 2016年 9月 20日、出票人
青岛电子奔腾科技图书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205227164048、付
款行中国银行青岛台东三路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 200 000元、
收款人化学工业出版社、收款人账号 0200004209089106108、开
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坛支行、到期日2017年3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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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潍坊海关缉私分局依
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鲁刑终257号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
请拍卖“荣祥 68”轮，本院裁定对该轮予以公开拍卖。定于 2017
年 3月 22日上午 10时整在本院法庭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需
买船者，可于2017年3月21日11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
请，并交纳保证金20万元，看船时间于登记日前截止。凡与被拍
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拍卖委员会
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开户
行：农行青岛东海西路支行账号：38020401040000388全程：青岛
海事法院联系人：韩军 0532-55786409 联系人：王春浩 0532-
55786436看船联系人：刘玉鹏1356141356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李惠娜、伍国清：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木兴与被申请人李惠
娜、被执行人伍国清其他执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粤 1803执异 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
追加被申请人李惠娜为本院（2016）粤1803执107号执行案件的
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
孙辉、孙康：赵根生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执 764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和执行裁定书。(2015)金民一初字第 5443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查封孙辉名下位于中牟县城西新村 21 号（产权证号：牟
08466）的房产一套，责令你们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查
封财产。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
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
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
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生君：本院受理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西岗子支行申请执行张
生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5）爱法执字第
49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拍卖）及黑银祥鉴字第（2016）第096号估
价报告，评估你名下位于黑河市孙吴县逸城小区8号楼010201室，
评估价值为280,14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网
络公开拍卖。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刘会民：本院执行孙国志、董玉珠、孙楗钺与你健康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吉0303执
3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廉政监督卡。执行通知书内容：
赔偿孙国志、董玉珠、孙楗钺各项费用307577.18元，负担案件受
理费5913元及公告费3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亿发食品江苏有限公司（原无锡市亿发食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北塘支行申请执行（2014）北
商初字第 65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北执字第 1101号执行令、申报财产令、评估报告、拍卖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
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高山：本院执行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

行与高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要求对被执行人高山
名下位于莱西市琴岛东路57号4栋2单元502号房产（房产证号
为201261315号）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评字152
号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司法鉴定管理办公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即视为放弃。

[山东]莱西市人民法院
江苏沙家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华澳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江苏沙家浜置业有限公司、仇月明、常熟沙家浜国
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
本院（2016）沪 01执 408号执行通知。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5日内，自动履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
（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本案查封的江苏沙家浜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苏省
常熟市沙家浜镇芦苇荡路 19号 1-19幢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分别为：常国用（2007）字第 001831号、常国用（2009）
字第 09238号］予以强制执行。另通知你们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房地产的估价报告，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作出沪城估（2016）（估）字第
0326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对象于基准日 2016年 10月 17日
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48,200万元。如有异议，请于估价报告送达
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拍卖情况详
见拍卖公司的拍卖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成都和润物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李毅申请执行
你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川 0106执 230号执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天津国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大汉涂装有限公司诉天津宇

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束昱辉医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你
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对涉案3824910轮毂、KG34天窗、漆、压缩机、电机的损坏原因、时
间、成本价格、残值及涉案压缩机、电机折旧价格等进行鉴定。现通知
你公司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供两家具有相应资质的
鉴定机构。如果当事人提供的鉴定机构存在交叉，且该鉴定机构具
备进行此类鉴定的资格，则该鉴定机构即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否则
在符合抽签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抽签方式产生本案的鉴定机构。如
各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鉴定机构，相应后果，自行承担。
本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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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服装实际成分与标示不符
消费者诉丝绸公司欺诈并要求其三倍赔偿获支持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徐治平 李胜楠）浙江一男子盗窃交通
变压器中的部件，致使路灯、红绿灯、监
控集体失灵达36小时。近日，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
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四年；两罪并罚，判处郭某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今 年 35 岁 的 郭 某 ， 常 年 无 业 。
2015年6月，郭某先后四次进入萧山区
宁围街道高新三路路虎 4S 店对面的配

电房内实施盗窃，窃得3米左右长的电
缆线及闸刀1把、黄铜器件2块、铝板
1块及铁质配件若干。

2016 年 3 月 6 日凌晨 5 时许，郭某
骑电瓶车来到该区红十五线高架与红垦
路交叉口红绿灯南侧附近，将正在使用

的变压器的输出装置部件窃走，并将部
分部件予以销赃。郭某的破坏行为致使
附近路灯、红绿灯、监控等设备失灵，
直至次日17时许方得以恢复正常。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郭某故意破坏电力设
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对
郭某应两罪并罚。综合考虑郭某系累
犯，部分盗窃犯罪未遂，如实供述盗窃
罪行等情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云南一男子放火烧自家房子被判刑

小区门口摔三次 业主要求物业担责
法院认为物业未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担责三成

趁朋友睡觉绑定其银行卡转钱
广东一男子盗窃获刑十个月

图为庭审现场。 李 允 摄

盗窃交通电力设备 导致信号灯集体失灵
浙江一男子获刑四年六个月

治污企业因排放“臭气”超标造成
大气污染，受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处罚，企业将金山区环保局告上法庭。
2017 年 2 月 16 日下午，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
理。据悉，该案是金山法院环境资源庭
成立以来审理的第一起环保行政诉讼
案。

治污企业排放臭气超标被
处罚

上海某建材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综
合利用淤泥研究、开发新型建材的资源
综合再生利用企业，主要经营事项之一
是处置金山地区的污水处理厂等企业所
生产的污泥，将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并
生产建筑材料。

2015 年以来，该公司因臭气排放
超标被群众投诉数十起，均反映该公司
排放刺激性臭气。2015年9月9日，因
建材公司在当年7月20日厂界臭气下风
向两处采样点臭气浓度最大测定值超
标，金山区环保局对该公司作出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改正超标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同年9月18日，
金山区环保局因前述事实又对该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 年 8 月 17 日，接到群众投诉
后，金山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前往建材公
司进行检查，并由金山环境监测站工作
人员对该公司厂界臭气和废气排放口进
行采样。同月 26 日，金山环境监测站
制作了《测试报告》，该报告显示，在
建材公司厂界四个检测点位中，3号监
测点位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 25，
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臭
气浓度厂界标准值二级为20。

9月5日，金山区环保局收到前述

《测试报告》，遂于当日立案。经调查，
金山区环保局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制作
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金环保改
字 ﹝2016﹞ 第 224 号 《责令改正通知
书》，并向建材公司进行了送达。应该
公司要求，金山区环保局于2016 年11
月 23 日组织了听证会。2016 年 12 月 2
日，金山区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建材公司罚款人民币25万元。

建材公司不服环保局处罚向金山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月9日，金
山法院依法立案受理。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各执
一词

法庭上，原告请求法院撤销上海市
金山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
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被告所查明的违法事实
错误且存在重大遗漏。臭气的来源是

“作为生产物料的污泥”，原告并非污泥
的生产者，而是以污泥作为物料进行无
害化处理的企业，被告仅仅因原告厂区
界址臭气超标即把原告界定为“臭气排
放者”，这和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同

时，被告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适用
法律错误。针对作为物料的废物所造成
的污染，应适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而不应该笼统地适用《大气污
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 （二） 项规
定。最后，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
罚结果明显不当。被告所确定的各个检
测点中仅3号点位臭气浓度超标，为轻
微超标，且在执行检查后原告立即采取
措施进行了整改，经复测合格，对该等
轻微的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
25万元处罚决定明显不当。

被告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其认为自身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
的法定职权，且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
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庭审针对案件三大焦点激烈
辩论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以下三个
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认定原告排
放臭气且浓度超标是否有误。

被告认为，原告厂界3号监测点位
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 25，已然超

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标准
限值 20，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
则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全面，仅仅检
查了3号点位臭气浓度超标，行政处罚
应是处罚行为不是结果；被告执法调查
事实不客观，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按照间歇性排放取样，检测数据
不客观；臭气扩散的原因，是因为新老
股东交替，没有及时处理，原告生产过
程中不排放臭气，废气是通过 56 米高
的烟囱排放的。

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适用《大气
污染防治法》对原告行为进行定性及处
罚是否正确。

被告认为，其处理的是原告排放臭
气浓度超标的行为，应适用《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 项规定。
原告对此有异议，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
误，恶臭气体不是原告在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不应该适用最严厉的《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九条。

第三个争议焦点，处罚幅度是否明
显不当。

被告认为，其在确定罚款幅度时，
综合考虑了原告违法行为对环境及社会
的影响、违法次数、配合调查取证情
况、整改情况以及原告企业性质等因
素，决定罚款 25 万元，罚款数额亦在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九 十 九 条 第
（二） 项规定的法定裁量幅度内，被诉
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幅度并无不当。原告
则认为，自己系资源综合再利用企业，
处罚影响其税收优惠政策，且被告查处
期间处于其公司新旧股东交接期间，被
告处罚明显不当。

在法庭最后陈述中，出庭的被告金
山区环保局局长刘雪峰表示，金山区环
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合理、合
情。庭审也将进一步提高环保局在今后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依法行政水平和能
力。面对群众诉求，原告应该采取措
施，自觉遵守法律规定，现有环保法没
有对做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进行豁免的
规定。

法院没有当庭判决，案件将择日宣
判。

“臭气”超标被罚 企业诉环保局处罚不当
上海法院开审一起资源再生利用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环保行政诉讼案

徐永其

本报讯 因所购服装面料与标识不
符，陈女士将某丝绸公司告上法庭。近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令
销售涉案服装的丝绸公司退还陈女士
2597 元货款，赔偿陈女士 7791 元；陈
女士返还三件女装。

2015年4月7日，陈女士花2597元
在丝绸公司购买了三件女装，其吊牌上
显示里料成分为 100%聚酯纤维。2015
年7月24日，山东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就涉诉商品中的一件连衣

裙出具编号为 2015F07374 的 《检验报
告》，载明“里料纤维含量”检验结果
为“聚酯纤维 96.1%氨纶 3.9%”，评定
为“不合格”，“检验及判定依据”为
FZ/T81004-2012；同日，该检验测试
中心就涉诉商品中另两件连衣裙出具编
号为2015F07375的《检验报告》，载明

“里料纤维含量”检验结果为“聚酯纤
维 96.0%氨纶 4.0%”，评定为“不合
格 ”，“ 检 验 及 判 定 依 据 ” 为 FZ/
T81004-2012。

陈女士起诉至一审法院称，丝绸公
司所销售服装的实际成分与标签标示成
分不符，构成欺诈，故要求丝绸公司退
还陈女士购物款2597元，赔偿7791元
经济损失，承担诉讼费。丝绸公司认可
涉案产品标签标示的成分与实际含量不
符，但主张涉诉商品标注成分为低档面
料，实际成分却是高档面料，在面料质
量上，实际成分优于标注成分，在原料
价格、市场售价上，实际成分均高于标
注成分。丝绸公司的销售行为不构成欺

诈。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丝绸公司

不服，上诉到二中院。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检验报告》

显示，涉案商品的实际成分与标签标明
不符，属不合格商品。丝绸公司亦认可
涉案产品的实际成分与标签不符。陈女
士在购买涉案商品时，丝绸公司以标签
载明的形式向其告知的商品里料成分与
该商品的实际成分不同，可以认定为其
故意向陈女士隐瞒了真实情况。陈女士
系基于丝绸公司向其出示的标签而做出
了购买的意思表示。现陈女士主张丝绸
公司销售涉案商品的行为构成欺诈并要
求其三倍赔偿于法有据。据此，作出上
述判决。

（许晓晨）

本报讯 家住上海浦东某小区的
李女士最近一年多时间里，竟在自家
小区门口接连摔倒三次，还因此住进
了医院，花费数万元治疗费用。一怒
之下，李女士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为由将小区物业告上法庭，要求其承
担主要责任。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家住浦
东的李女士骑自行车打算出小区门，
在快到小区门口时，准备下车，谁料
其右脚从自行车跨下来刚着地即滑了
一下，导致整个身体失去重心，连人
带车一起摔倒在地，造成左胫腓骨骨
折。李女士受伤后被120救护车送入
医院救治，住院治疗7天半，共计发
生医疗费6万余元。

据李女士介绍，这并非她在小区
门口第一次摔倒，早在 2015 年她就
在小区门口摔倒过，当时也是下雨
天，事后其向物业公司反映，物业公
司在门口加装了两根减速带。可没过
几个月李女士又在同一区域滑倒，
物业公司随后也在地面铺了毛毡，
但后来又将毛毡撤掉了，未再采取
其他措施。

李女士认为物业公司忽视该安
全隐患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在小
区多次有人在此滑倒的情况下仍放

任该情况，未设置警示标志提醒来
往人员，导致其受伤，故将物业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 70%的赔
偿责任。

一审庭审中，李女士提供了多位
小区居民的证言，证明该小区门人行
道地砖很滑，尤其雨天进出容易滑
倒。物业方则提供了事发当时的监控
视频，证明李女士的摔倒是由于其脚
穿洞洞鞋，鞋底容易打滑所致。一审
法院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下，判决
确认物业公司对李女士本次受伤承担
30%的责任。判决后，物业公司以一
审法院判决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不合
理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了上诉。

2017年1月6日，上海一中院对
此案进行了审理。法院审理后认为，
物业公司作为李女士所在小区的物业
管理单位，应负责小区日常维护及人
员安全，应及时发现、消除小区内威
胁小区居民人身安全的隐患。根据已
经查明的事实，物业公司明知涉案小
区门附近人行道区域雨天易使人滑
倒，但却未采取有效措施，并未充分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李女士作为成
年人，应该知道在下雨天无论骑车还
是步行都更应小心谨慎，对此次受伤
亦存在过错。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
判决物业公司对李女士本次受伤承担
30%责任，剔除掉医保统筹部分后赔
偿李女士1万余元合理合法。遂于近
日判决驳回了物业公司的上诉，维持
原判。

（刘 皓）

本报讯 李某向朋友小湖借钱被
拒后，竟趁小湖睡觉之际，用自己的
手机微信绑定小湖的银行卡，通过微
信提现功能盗走小湖银行存款 4999
元。近日，李某因犯盗窃罪，被广东
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016年9月，李某借住在朋友小
湖的出租屋内，因身上的钱几乎用光
了，便向小湖借 1000 元，不料小湖
却一口回绝了其要求。李某想到以前
一起去酒吧消费都是自己付的款，现
在自己有困难，小湖却不帮忙，越想
越觉得生气，于是决定偷小湖的钱。
凌晨3 点多，李某趁小湖熟睡之际，
偷偷拿走其放在桌上的钱包，取出一
张银行卡和身份证。由于李某的微信
从未绑定银行卡，便将该银行卡绑定

在自己的手机微信账号上，然后提现
4999 元至自己的微信钱包内。事后
李某把小湖手机里的银行转账信息全
部删除。

后来小湖去银行取钱时，发现卡
里的钱竟少了4999元，他赶紧到派出
所报案。10月15日，民警将李某抓获
归案。第二天，李某赔偿了被害人小
湖的损失4999元，取得其谅解，

梅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李
某曾犯罪处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
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之罪，属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但鉴于被告人李某归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黄义涛 郑梦丽）

本报讯 凌晨时分，村民马某家
的房子却突然燃起熊熊烈火，火势迅
速蔓延，滚滚浓烟及通红的火光惊醒
了熟睡的村民，大家赶紧爬起床赶来
将火扑灭。调查之后，起火迷雾被层
层揭开，事件真相出乎了所有人的意
料，这场火竟然就是房屋主人马某自
己放的。

李某是本案被告人马某的嫂子，
马某的哥哥死后，马某与嫂子因争哥
哥的死亡补偿金产生矛盾。李某在马
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丈夫的死亡补
偿款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马某多次
向李某索要银行卡及密码未果。因为
此事，马某一直怀恨在心，并伺机报

复。2016年9月3日凌晨，马某酒后
趁李某等家人不在家，便使用汽油点
燃其与家人共同居住的房屋后逃离现
场，造成房屋及屋内财产被烧毁。经
鉴 定 ，被 烧 毁 的 房 屋 及 财 物 价 值
13490元，同时，被告人马某作案时具
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精神正常。

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本案被告人马某故意放火，危害
公共安全，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
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放火罪，依法应
追究其刑事责任。遂结合案件事实、
情节并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判处马某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吴 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