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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17岁儿子上网两月产生流量费5000多元
父亲诉移动公司要求返还话费被驳回起诉

施 迪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21日（总第6955期）

申请人芜湖凯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
号为31000051-26861010，票面金额22500元，出票人为芜湖禾田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付票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芜湖分行，收款人为
芜湖凯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现持票人芜湖凯能机电设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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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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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030005122759057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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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国药集团致君
（深 圳）制 药 有 限 公 司 。 二 、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 ：票 面 号 为
3030005122759057，出票日期为 2017年 1月 5日，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362724元，出票人为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
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收款人为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
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限：自2017年3月1日
起至2017年5月1日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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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 1份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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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湖南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票面号为 31300051 26834868，票面金额为
10 万元，出票人为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万力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1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7 月 19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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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7日

申请人大连前进农工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银行
大连瓦房店香洲田园城支行两张银行转账支票，票号分别为：
10409130 05525588、10409130 05525586，出票日期分别为：
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0月25日，出票人：大连前进农工商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分别为：王连志、王占民，出票金额分
别为435000元整、250000元整。由于申请大连前进农工商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人经办人员失误，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不慎将上述
两张转账支票丢失。申请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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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行为无效。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夏鑫康利物资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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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宁夏鑫康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凭证：票号为4020005128466164、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19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7月 19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万元整，
出票人为湖州南浔新龙电机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吴江市青云电
机涂料厂，付款行为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限：自 2017 年 3 月 24 日起至
2017年 5月 23日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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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破154号 2016年10月18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
市辉隆兴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债权申报期满，共
有1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248.38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劳动债权总额为129362.4元。根据管理
人出具的初步清查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0月18日深圳市辉隆兴家
具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615.3元，负债总额为178292.29元，净资产
为-175676.99元，已经资不抵债。本院认为，深圳市辉隆兴家具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
定破产清算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裁定宣告深圳市辉隆兴家具有
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2
月21日裁定受理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7年 2月 21日指定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巩义市
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年 5月 10日前，向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巩义市芝田镇蔡庄村同创电子厂
区办公楼一楼债权债务组；邮政编码：451200；联系人：闫如
东；联系电话：1373389288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
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
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
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巩义市同创电子器材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巩义市宾馆（地址：巩义市新华
路 31号）三楼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
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
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2015年 7月 23日，本院根据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郴

民破（裁）字第 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南东江湖渔业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2015年 11月 19日，经公开竞
聘方式，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
理人的规定》，指定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南东江湖渔业股
份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2015年 12月 10日，本院通过摇号，
选定湖南鹏程会计师事务所、湖南鹏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为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件的评估、审计中介机

构。2016年 1月 19日，在本院召开了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6年4月19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

《审计、评估方案》进行了书面审议表决，2016年7月12日湖南鹏
程会计师事务所、湖南鹏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评估、审
计工作。结合管理人债权登记、审核结果、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
报告等资料，除劳动债权外，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确
认的债权人为43位，确认债权金额为128 870 826.66元；待定债
权2位，涉及申报金额为24 124 732.56元，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24 765 471.00元。本院认为：湖南东
江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裁定宣告湖南东江湖
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裁定受理了上海张江射频识别产业
基地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炜衡（上海）律师
事务所为上海张江射频识别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上
海张江射频识别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
起 9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368号，联系人：全
芸，联系电话：1391698979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
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上海张江射频识别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17年7月18日14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611号
本院第8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四川启明星蜀达电气有限公司：申请人浙江利尔达物联网
技术有限公司以你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方
进行破产清算[案号（2017）川0191破申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及通知债务人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7日内。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陈玉霞的申请，于 2017年 2

月3日作出（2016）渝05破申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市
金鹿电动车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由本院审理。本
院于2017年3月8日指定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案管理

人。重庆市金鹿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5月9日
前向重庆市金鹿电动车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渝
中 区 大 坪 正 街 19 号 英 利 国 际 2 号 楼 39- 17，联 系 电 话:
13368090521，联系人：邹晓妍]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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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重庆市金鹿电动车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重庆市金鹿电动车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月12日上午
9时 30分，本院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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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2017年 3月 10日，慈溪市顺天印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天公司）与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顺天公司将浙江省慈
溪市人民法院（2015）甬慈逍商初字第125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对慈溪市远大毛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加
工款债权147976.71元转让给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慈溪市远
大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向宁波汇鑫永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慈溪市顺天印染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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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王先生在移动公司
网点办理了家庭网套餐服务，自己使用
主卡号码，并将3个绑定的副卡号中的
1 个交由儿子小明使用。2016 年 3 月，
小明在其副卡号码原本套餐内所含有
的11GB流量使用完毕后，继续使用上
网功能并产生套餐外流量安心包费用
500元。紧接着，3月17日，因使用流
量达到15GB，移动公司按照规则关闭
了该号码的上网功能。当日，小明通
过该号码致电 10086 客服询问，客服
人员向其告知恢复上网功能后的流量
费用标准后，小明随即要求恢复上网
功能并提供了父亲王先生的姓名、身
份证号码。移动公司便根据小明的要
求恢复了他所使用的副卡号码的上网
功能。

之后，小明依旧在父亲王先生不知
情的情况下疯狂使用手机上网，以短信
方式订购了95个10元流量加油包。前
后产生 3 月流量费人民币 4248.6 元、4
月流量费1281.2元，总计达5529.8元。
王先生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移
动公司，要求返还5529.8元通信费。

原告：移动公司未尽核实义
务，拒绝追认儿子行为

王先生表示收到话费账单十分震
惊，随即拨打移动客服电话查询了解情
况，同时对移动公司开通该流量包的流
程及操作提出质疑，明确表示不认可该
项服务收费。他认为，在开通该业务过
程中，客服人员未核实是否为王先生本
人，也未拨打主卡电话向其确认，且开
通该业务后，自己使用的主卡或其他副
卡也未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

此外，王先生主张，还在读高中的
小明未满 18 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因此，小明向移动公司申请开
通流量包业务而产生高额流量费的行为
已超出其民事行为能力范围。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在得到法定
代理人追认后才有效。王先生表示自己
作为小明的法定代理人，已向移动公司
明确表示了拒绝追认，故该合同自始无
效。同时，王先生还认为移动公司在管
理上有重大疏漏，仅凭副卡使用人的电
话申请，未核实其身份，擅自开通产生

高额话费的通信服务，存在过错。

被告：已履行询问和告知义
务，符合业务规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辩
称，客服人员已按照业务规则对来电人
员履行了询问和告知义务，在小明报出
其父亲王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之后，客服
人员应其要求作出服务是合理并符合业
务规则的。

同时，小明年近 17 岁，应当对增加
流量包及使用4G流量会产生费用有明
确的认知及处分能力，并不需要其监护
人追认。王先生将手机交给其未成年的
儿子使用而未经常监管其手机使用过程
存在失职，其不应将过错推脱给被告。
故移动公司不同意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家长应
多关注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普陀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在移
动公司网点办理家庭套餐业务并支付通
信费用，移动公司向王先生提供主卡号
码及下属3个副卡号码的通信服务，二

者之间由此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该
案中，主卡号码及副卡号码均登记在王
先生名下，因此王先生才是接受电信服
务的主体，即合同相对方。王先生将副
卡号码交由其儿子小明使用，属于对该
号码自行处理的行为，小明与移动公司
之间并不因此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
2016 年 3 月小明已近 17 岁，其拨打被
告客服电话要求恢复上网功能等行为与
其年龄、智力相适应，故无须征得作为
法定代理人王先生的同意。涉案号码属
于家庭套餐，副卡由家人使用符合通常
情况，在小明使用本机号码拨打客服电
话，并正确提供注册登记的号码使用人
姓名、身份证号码的情况下，移动公司
依其申请为该号码恢复上网功能并不存
在过错。小明作为在校学生，高频度使
用手机上网，作为父亲理应有所察觉，
望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孩子的学
习、生活，引导其健康成长。

日前，普陀法院认为原告王先生要
求被告移动公司退还电信服务费用的诉
请缺乏依据，依法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
讼请求。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陆 义）吴某、康某在网上谎称自己有
国家管制的某种化工原料，欲利用购买
人被骗也不敢报案的心理“黑吃黑”。
近日，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该
案。被告人吴某、康某因犯诈骗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和有期
徒刑一年，并分别被判处罚金人民币5
万元和2万元。法院责令被告人吴某、
康某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 25 万元。被
扣押的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下半
年，被告人吴某了解到一种叫磷铜（盐
酸羟亚胺）的化工原料属于国家管制物
品，非经国家有关机关许可，不得买
卖，以及他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购买这种
化工原料就算被骗了也不敢报案的信息
后，即在网上发布了有磷铜出售的虚假
信息，并留下联系电话，引诱他人上当。

2016年4月，被害人徐某在网上获
知该信息后即与吴某联系，提出购买磷
铜。吴某即约徐某在江西省吉安市交
易，并要求徐某先汇钱再拿货。

2016 年 4 月 25 日 ， 吴 某 找 到 康
某，明确告诉康某自己骗了他人现金，
要他帮忙取钱，并承诺给予取款5%好
处费，康某便答应了。

2016 年 4 月 26 日，徐某按约赶至
江西省吉安市，并按照吴某的要求，在
江西省吉安市邮政储蓄银行将 25 万元
汇入其指定的账号。吴某随即将该 25
万元转入自己持有的其他银行卡中，并

伙同康某在娄底市孙水河农业银行取出
3.9万元现金存放家中；后吴某、康某
于当晚开车至湘乡市城区，两人戴口罩
分头在城区各银行ATM机处取款。当
两人在湘乡市健康北路农业银行取款
时，因形迹可疑被民警抓获，当场缴获
现金及用于作案的银行卡、笔记本电脑
一台及手机三部。

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吴
某、康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
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
罪。吴某发布虚假信息策划骗款到其控
制的银行卡内并邀康某取款，在共同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康某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
罚。二被告人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事实，系坦白，且赃款已全部追缴，
依法可以从轻和酌定从轻处罚。法院遂
依法作出了前述判决。

本报讯 因医生表示醉酒后不能打
麻药，只能先对伤口进行清洗包扎，然
后待酒醒后再施缝合手术，前来就医的
吴某及陪同人王某对这一治疗方案不
满，当即对值班医生大打出手，后经鉴
定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暴力袭医案作出
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定，被告人吴某
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
个月，被告人王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

今年 34 岁的吴某，曾因寻衅滋
事、殴打他人，先后两次被公安机关罚
款和行政拘留，而和吴某同龄的被告人
王某，也因殴打他人曾被公安部门行政
拘留十日。

2016 年 6 月 26 日晚，吴某与几个
朋友在酒吧喝酒时不慎将手摔破。次日
凌晨2时左右，吴某在王某的陪同下，
至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第六
病区就诊。两人要求值班李医生对吴某
的伤口进行缝合。李医生向两人说明因

醉酒后不能打麻药，只能先对伤口进行
清洗包扎，待吴某酒醒后再实施缝合。

对此，吴某十分不满，认为李医生
刁难自己，张口即对李医生进行辱骂，
并和王某拿起护士站的病历本、台历就
砸向李医生的头部。而后，吴、王二人
又尾随李医生进入医生办公室。在办公
室内，吴某不由分说就对着李医生头面
部进行疯狂殴打。不仅如此，王某还一
边拿着手机对殴打过程进行录像，一边
不停地辱骂李医生。

期间，在李医生被殴打欲离开办公
室时，王某将门关上阻止他离开，吴某
则继续在办公室内对其殴打。之后，接
到报警的民警赶至现场将吴某、王某抓
获。经鉴定，李医生的人体损伤程度为
轻伤二级。

后经证实，被害人李医生当晚在三
楼第六病区夜间接待患者符合相关规
定，其制定的医疗方案正确。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吴某、王某随意殴打他人，情节
恶劣，其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

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吴某起主
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
部犯罪处罚；王某在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予以从轻处罚。吴某、王
某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予以
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有劣迹，酌情从重
处罚。

综上，法院遂以寻衅滋事罪作出了
如上判决。

吴某认为一审量刑过重，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
判。 （古 林）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
员 刘傲然）近日，家住湖北省襄阳市
樊城区大庆东路的男子李某因在互联
网下载并上传暴力恐怖视频，被樊城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据悉，该案系襄阳市
首例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案
件。

2016 年，李某先后在网上下载
宣扬暴力恐怖信息的视频37部，内容
多为斩首、剖腹等血腥恐怖画面。同
年8 月，李某将上述视频上传到互联
网云网盘，被网警发现。9月22日，公
安局民警在李某家里电脑上将相关视

频全部查获。经襄阳市公安局反恐支
队甄别，该37部视频均为暴力恐怖视
频，累计时长达150分钟左右。

庭审中，李某辩称因为好奇才从
网络上下载相关视频，但因为视频太
占内存，才决定将其上传至云网盘，不
知道已经触犯刑法，对自己的行为表
示十分后悔，希望能够免于刑事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明
知是宣扬恐怖主义的音视频资料而非
法持有，并上传至网络，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
物品罪。鉴于李某认罪态度较好，可
以酌情从轻处罚，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讯 消费者参与某电器公
司举行“0”元购买净水机、分期
返还购机款活动，而该公司在返还
一部分款项后却拒绝返还余款。近
日，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了该买卖合同纠纷案，
判令被告电器公司履行协议，继续
向原告袁某返还余款，直至返够全
部购机款为止。

原告袁某诉称，2016年3月23
日，原告在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
立在杨屯乡某家电销售处购得净水
机1台，电器公司在原告家中与原
告签订购机协议。协议约定：某品
牌净水机价值 2980 元，用户购机
后公司分20个月，每月以150元返
还，直至返还够 2980 元为止。协
议签订后，被告只按照协议履行6
次，余款不再按照协议履行。原告
多次索要余款未果，于今年2月将
被告诉至法院。

被告电器公司未作应诉答辩。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未到
庭参加诉讼，放弃质证的权利。经
审核，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客观
性、真实性，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法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庭审中，法院根据认定的证据，

结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
审中的陈述，认定本案事实：2016年
3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机协
议，协议约定：袁某于2016年3月23
日以2980元购得某品牌净水机1台；
用户购机后公司分为20个月，每月
以150元返还给用户作为净水机前
期推广费用，直至返还够2980元为
止；公司本着诚信经营为本，拿出特
供机型作为前期市场推广，让前期用
户体验产品的同时，能更好地宣传推
广产品。协议签订后，被告分6次向
原告返还7个月的购机款1050元后，
未再按照协议向原告汇款。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
购机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有效
合同，双方均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
各自的义务。原告购机后，被告只
按照协议约定返还给被告7个月的
购机款，后未再返还，有违诚信原
则，属违约行为。被告应按协议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要求
被告按照协议约定返还购机款的诉
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被告某电器
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参加诉讼，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
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判决：被
告某电器公司自2016年11月起，于
每月月底前返还原告袁某购机款
150元，直至返还够1930元为止（已
扣除先期返还1050元）。

（王希玉 夏妍妍）

谎称有国家管制原料欲“黑吃黑”
湖南两男子诈骗分获刑罚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杜开林指出，本
案中，夜间急诊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稀缺
的医疗资源，如果值班医生被打伤，后面
如有就诊的病人就无人医治。从表面
看，被告人吴某、王某殴打的只是一个医
生，但由此却侵害了其他患者的生命健
康权，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同时，被告
人吴某、王某酒后在公共场所滋事，随
意殴打他人，且致一人轻伤，属于情节
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暴力伤医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大
都因为贴上了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标签，
医院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考虑，很多暴力
伤医事件最后都被当作一种普通的纠纷

处理，被判处刑罚的少之又少，这种低
廉的违法成本，使得暴力伤医事件频繁
发生，也让医者们失去了执业的安全
感。”杜开林提醒，刑法修正案 （九）
已将涉及到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伤
害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约束和管理范
畴中，法院将依法惩处各种涉医犯
罪，依法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同
时，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也要不断加强
自身医疗行为的规范，在行医过程中，
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互动，逐步建立
完善的医患沟通、医疗诉求、纠纷化解
处置机制。

不满治疗方案 辱骂殴打医生
江苏两男子犯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

■连线法官■

持有暴恐视频并上传网络
湖北一男子犯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获刑

约定先交钱后退款“0”元购净水机
电器公司违约不退钱被判返还

网上卖私彩获利400余万元
海南一男子犯非法经营罪获刑五年

本报讯 49 岁的东方男子王某
发财心切，不务正业，伙同他人利用
网站非法经营私彩，1年多的时间获
利400多万元。近日，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
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王某伙
同冯某（另案处理）等人，未经国家批
准，在东方市板桥镇某村家中，以“北京
七星彩”为参照，通过网站非法经营彩
票业务。王某先后发展了多名下线会
员向社会公众销售彩票，其负责统计每
期销售彩票的数额，然后与上线老板冯
某进行结算。经鉴定，王某非法经营所

得金额为407.123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违反国家规

定，伙同他人非法经营销售私彩，扰
乱国家福利彩票经营管理秩序，非法
经营所得金额为407.1233万元，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遂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王某
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二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
院认定上诉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
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
审裁定。

（吴万贤 孙大伟 罗凤灵）

依法惩处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