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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23日（总第6957期）

本院于 2017年 3月 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仁志申请宣告朱
仁科失 踪 一 案 。申 请 人 朱 仁 志 称 ，朱 仁 科（身 份 证 号 码
340111195407112035）于 1991年离开住所，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人朱仁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朱仁科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仁科存在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朱仁科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玉红申请宣告范居让死亡一案。经查：范居让

（男，1937年 10月 13日出生）于 1997年 1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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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启忠、黎洪添申请宣告黎惠莲死亡一案，经查：

黎 惠 莲 ，女 ，1971 年 10 月 2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
442828197110020324），汉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人，居民，原
住新兴县新城镇雨洞低塘村 41号，于 2009年 10月 12日离家至
今未归；2014年10月8日，苏启忠向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勒流
派出所报警，黎惠莲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黎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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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秀兰申请宣告严志文死亡一案，经查明：严志
文，男，汉族，1950年6月3日出生，籍贯广东省鹤山市，住鹤山市
沙坪镇永安区人民西路5-7号一座103房，于2008年6月9日离
开出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严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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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受理申请人栗莹申请宣告栗镇江死
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栗镇江于 2013年 2月 18日不明原
因走失，至今下落不明满四年，下落不明人栗镇江应当在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下
落不明人栗镇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栗镇江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栗镇
江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封开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少彬与被申请人韦福清申请宣告韦福清

失踪一案，经查：韦福清，女，1990年 4月 15日出生，壮族，农民，
户籍住址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三才村委会大获
村96号，住广西陆川县横山镇同心村高山塘村民小组，身份证号
码：441825199004151821。韦福清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韦福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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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韦
福清失踪。 [广西]陆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郭芮延申请宣告郭
亮死亡一案。申请人郭芮延称，被申请人郭亮于 2004年不辞而
别，离家出走已有10年有余。下落不明人郭亮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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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郭亮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郭亮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郭亮情
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房鹏辉、房鹏磊申请宣告孟庆华失踪一案。经查：
孟庆华，女，生于1970年10月5日，汉族，住邓州市腰店乡房营村
大房营 299 号，公民身份号码 412902197010057943。孟庆华于
2010年3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孟庆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孟庆华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文菊、李文波、李

文香、李文海申请宣告李文萍死亡一案。四申请人称：李文萍，
女，1963年 11月 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安
信二道街12号。四申请人系李文萍兄弟姊妹。李文萍于1983年9
月20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公安机关已将其户籍注销。下落不明
人李文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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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文萍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文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文萍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业晏申请宣告杨振华死亡一案，经查：杨振华，

男 ，1975 年 6 月 26 日 出 生 ，汉 族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0500197506260051，原住宜昌市西陵区樵湖一路 6-202号，系
申请人杨业晏之子。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杨振
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
明，本院将依法宣告死亡。 [湖北]葛洲坝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熊顺珍申请宣告陈华
兵死亡一案。申请熊顺珍称，陈华兵系熊顺珍之子，男，1979年9月25
日出生，失踪前住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陈营村三组。陈华兵于2001
年10月外出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于2017年2月21日被公安部门列
为走失人口。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陈华兵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下落
不明人陈华兵将被宣告死亡。 [湖北]钟祥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济中申请宣告刘建群死亡一案，经查刘建群，女,
汉 族 ，1972 年 1 月 19 日 出 生（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430322197201197142），原住所地为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兴安村
9栋 2单元 9号，刘建群于 2009年外出后，家人多方寻找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建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宣告刘建群死
亡。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3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松贵申请宣告杨
三玉失踪一案。申请人廖松贵称，申请人廖松贵与被申请人杨三玉
系夫妻关系，因被申请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于2013年3月8日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超过两年。下落不明人杨三玉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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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三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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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三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乐良进申请宣告周
秋花失踪一案。申请人乐良进称，申请人之子乐勤兵于2014年5
月因病去世后，其媳周秋花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人周秋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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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周秋花将被宣告失
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秋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周秋花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
人：邓法官 联系电话：18975995516 [湖南]邵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选明申请宣告童艳死亡一案，经查：童艳，女，
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所
东瓜山二村委东瓜山二村7栋506房。童艳于2004年6月13日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童艳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电话：0731-85890163，董娟
娟法官）。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席俊峰申请宣告李

振清失踪一案，申请人席俊峰称，被申请人李振清，男，1957年3
月 8 日生，汉族，原住长春市朝阳区花园街 11 号，身份证号
220104195703082212，系申请人席俊峰之夫。于 2004 年 11 月 20
日从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两年，出走时无精神方面
疾病。下落不明人李振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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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振
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振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振清情况，向本
院报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会军申请宣告张
汉清死亡一案，申请人张会军称，被申请人张汉清，男，1921年6
月 11 日生，汉族，原住长春市朝阳区同光路 15-6 号,身份证号
220104192106110015，系申请人张会军之父。因患有老年痴呆，
于 1997 年 11 月在同光路 15-6 号 7 门 723 室家中出走，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下落不明人张汉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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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落不明人张汉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汉清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汉
清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桂珍申请宣告王
立中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桂珍称，被申请人王立中，男，1960年10
月 30 日生，汉族，原住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 44 号，身份证号
220104196010302619，系申请人王桂珍之子。因患有痴呆症，于
1991年10月13日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下落不明
人王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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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立中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立中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立中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3月 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秀华申请宣告葛
雨砥死亡一案，申请人张秀华称，被申请人葛雨砥，男，1965年5
月17日生，汉族，原住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委60组自由胡同12-
1号,身份证号 220104196505170312，系申请人张秀华之子。葛雨
砥于 2000年 8月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下落不明
人葛雨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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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葛雨砥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葛雨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葛雨砥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3月 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芹申请宣告张培

陆死亡一案。申请人刘芹称，其丈夫张培陆于2017年2月4日10
时许因意外落水，下落不明。响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出具张培
陆无生存可能证明。下落不明人张培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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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张培陆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培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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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陆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响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陈勤提出的宣告
下落不明人易奔死亡的申请。经查，易奔，男，1962年10月7日出
生，身份证号：360424196210070077，失踪前住修水县义宁镇鹦
鹉街123号，系申请人陈勤之夫。申请人陈勤称，易奔于2012年1
月1日离家走失至今未回，已满五年。下落不明人易奔应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易奔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生存
现状的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情况，向
本院报告。 [江西]修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惹块申
请宣告陈岩门死亡一案。申请人陈惹块称，陈岩门（男，身份证
号：533528198105150352）系申请人之子，2016 年 11 月 8 日，陈
岩门随船出海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申
请人特申请依法宣告陈岩门死亡。下落不明人陈岩门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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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岩门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陈岩门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岩门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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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3月22日电 今天，湖
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庭对原告张某诉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不履行法定职责
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张
某的诉讼请求。该案是湖南省基层法院
系统审结的首起知识产权“三审合一”

行政案件。
2016年12月14日，张某以其不服长

沙市知识产权局、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作出的行政决定为由，向岳麓区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长沙市知识产权
局作出的《版权案件不予受理决定书》及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作出的《行政复议
决定书》，判决确认歌曲《国家》《北京欢迎
你》及其他80首原创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原
告所有，并要求判决两被告追回上述歌曲
的稿酬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2920万
元。

两被告辩称，原告主张对涉案歌曲
的权属证据不足，未提交权利证明、被侵

权作品（或者制品）以及其他证据，不具
有权利主体资格。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
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仅向长沙市
知识产权局提交了投诉申请和身份证复
印件，不能证明涉案歌曲的词作者系原
告。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在原告张某未提
供著作权权利证明及侵权证明的情形下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湖南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
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出的三项诉讼请
求，因均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遂作出前述判决。
该案是岳麓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实行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
审合一审判制度后，办理的首起涉及知
识产权的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的 《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
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推进由知识产权
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
刑事案件。推进知识产权案件“三合
一”审判旨在构建符合知识产权司法特
点和规律的工作机制和审判体制，不断
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舒秋膂 柳晓寒）

每一对夫妻在婚姻关系建立之初，或许都信誓旦旦地要比翼齐飞、
白头偕老。但是事随境迁，受利益的驱使，现在很多夫妻置夫妻忠实义
务、诚信原则于不顾，虚构债务或者恶意举债以侵害对方权益，以致闹
上法庭。但是，这些经查证确为虚构的债务，历来不受法律保护。北京
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以三起审结的案件分析了夫妻共同债务引
发的“闹心事”。

本报讯 上海一男子因生活不如
意，酒醉后追打儿子，途经一民警身
边，该民警上前制止，男子却将其打
成轻微伤。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一审宣判，被告
人韩某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拘役五
个月。

韩某离异后与父母同住，并带3
岁儿子小韩一起生活。因染上酒瘾且
无固定工作，韩某过得并不如意。事
发当日中午，韩某心情郁结再度饮
酒，并因琐事与小韩产生不快，一时
酒性发作抄起小韩往江边飞跑，并扬
言要同归于尽。被吓坏的小韩拼命挣
脱，韩某追打时路遇处理交通事故的
民警小胡。民警立即抱起小韩避开韩
某拳脚，韩某则被后来的围观群众按
倒在地。此时民警腾出手来呼叫支
援，但韩某酒性未退，乘众人不备挣
脱，继续拳打民警面部，最后韩某被
增援民警制服并带至警局。经鉴定，
民警小胡因外伤导致左面部挫伤，构

成轻微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某暴力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
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鉴于韩某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
轻处罚，故判处拘役五个月。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韩某表示，
自己已深刻认识了此前行为的错误，
希望儿子小韩能等他回来。

（唐辰佶）

■法官说法■
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护正常

公务活动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都不得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案民警在处理
交通事故过程中，遇到小孩受到不法
侵害的突发事件，及时采取职权范围
内的保护措施，属于依法执行公务的
行为。被告人韩某非但不听劝阻，还
打伤民警，该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
七十七条，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本报合肥3月22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王 鹏 石欣

天）利用代理“百家乐”游戏进行网
上赌博，通过“抽水”获利，累计押
码 2.37 亿余元。今天，周宏保等 10
名被告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在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受审。

公诉机关指控，2015 年 7 月至
2016年4月28日，被告人周宏保为开
设赌场盈利，与“阳光在线”赌博网
站 （“百家乐”游戏） 客服取得联
系，在支付相应费用后获得了代理资
格和可以增设会员号的一级代理账
号。之后，周宏保先后聘请了被告人
胡某协助其负责“百家乐”网络赌博
中下级代理人员与参赌人员赌博账号
的增设及团伙中上下线之间的账务计
算，聘请被告人沈某协助其联系、发
展下级代理并进行费用结算和银行转
账。至案发时，周宏保共发展了10余
人作为其下级代理，并约定除去下级
代理抽取的所在代理点赌客投注总额
0.8%（即洗码费）和赢家赢钱总额5%
的“水钱”外，其余盈利由周宏保与

“阳光在线”赌博网站分成，其中周宏
保得总盈利的75%。

作为下级代理，自 2015 年 11 月
始，被告人孙某、朱某、陶某等等人
合伙在合肥市阜南路某大厦开设棋牌
室及“百家乐”赌场，利用互联网传
输赌博视频，采用以现金换取分数、
以押庄押闲进行投注的方式组织赌客
参赌，并按照赌客投注总额0.8%（洗
码费）和赢家赢钱总额5%的标准进行
抽水获利，由陶某负责与周宏保联
络、从周宏保处获得网络“百家乐”
二级代理账号，及定期按约进行利润
分成结算，由孙某、朱某等人负责拉
拢参赌人员到赌场参赌并进行赌场的
日常管理。至案发时，该赌场共获利
人民币70余万元。

2016 年 4 月 28 日，周宏保等人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
周宏保的代理账号总押码 2.37 亿余
元，总赢217万余元。

庭审中，周宏保等 10 名被告人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均表示认罪。部分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金额及
犯罪情节持有异议。庭审从上午一直
持续到下午4点。因案情重大，该案
未当庭宣判。

主张80余首歌曲著作权归己却没有证据
湖南一男子提行政诉讼确权被驳回

夫妻共同债务引发的那些“闹心事”
杨瑞强 王 然

2016 年，田某将独子陈某和陈某
前妻刘某诉至法院，称在二被告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儿子陈某每月都开口向原
告借钱，总计7万元。原告认为，被告
陈某已经成家立业，父母对其已经没有
抚养义务，因此，陈某每次向田某借
钱，田某均要求陈某向其出具借据，同
时，因该借据系陈某与刘某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出具，故田某主张7万元借款应
由陈某和刘某共同偿还。陈某认可从母
亲田某处拿过钱补贴家用，但是称现在
没有收入，所以没钱还母亲。刘某对原
告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称陈某整天不
工作，无收入来源，从未给家里添过一
碗一筷，且其在与刘某的离婚诉讼中明
确表示无夫妻共同债务，与本案的陈述
矛盾。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田
某与被告陈某均称，7万元借款是多
次小额借款累计的总和，每次借款都
是现金交付，交付现金时没有他人在
场，而涉案借条是陈某在与刘某婚姻
出现矛盾时给原告补写的。并且在

“背对背”向原、被告询问的形式
下，田某与陈某对于涉案债务的借款
时间段及借款数额等相关陈述存在矛
盾。基于田某、陈某与刘某之间的利
益冲突，陈某对借款事实的认可，不
能当然地产生刘某承担债务的结论，
田某仍应当就其主张的债权是否真实
存在进行举证。在田某仅有借据，不
能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无
法认定该债务真实存在，故法院依法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薛某及高某系夫妻关系。2014
年2月17 日，薛某曾向姜某借款 10
万元人民币，并出具借条一张，高
某亦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但是当
天，薛某称钱不够，又向姜某借款3
万元，并独自出具借条。后薛某与
高 某 没 有 按 照 约 定 的 期 限 还 款 。
2015 年，姜某将薛某及高某诉至法
院，要求二被告还款 13 万元。被告
薛某、高某收到法院传票后没有到
庭参加诉讼。但法官在庭审中注意
到，虽然两张借条是同一天出具
的，但是其中一张借条是夫妻二人
签字捺印，另一张借条仅为薛某一
人签字。经过法官在法庭上对借款
的具体细节反复询问，原告姜某向
法官自认，当时薛某在签订 3 万元
的借条时，拒绝让其妻子高某签

字，并称 3 万元借钱之事绝对不能让
高某知道。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笔 10
万元的借款，由于借条上由薛某和高某
共同签字确认，且二人对此没有异议，
故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二
笔3万元借款，由于借条上有薛某签字
且薛某予以认可，据此，可以认定薛某
与姜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
因借条系薛某单独出具，且姜某承认该
借条的出具及借款的给付是在高某离开
之后薛某单独进行的，薛某明确告知姜
某此事不让高某知晓，故根据婚姻法规
定，该3万元借款应认定为姜某与薛某
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而不应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薛某
和高某共同偿还姜某 10 万元，薛某个
人偿还姜某3万元。

案例一：

债权人自认配偶不知情 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法官说法■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
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
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本案中，薛某第一次借款

时，夫妻双方均在借条上签字捺印予以
确认，系具有夫妻共同合意的借款合
同，理所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但是第
二次借款，系高某离开之后薛某单独提
出的，且被告薛某明确告诉原告姜某不
能让其配偶高某知晓此事，姜某亦认可
薛某的确明示过，这种情形属于“债权
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情
形。故，对于该第二笔借款，不能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例二：

离婚前对债务关系知情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16 年，原告秦某将王某 （男）

及李某（女）诉至法院，称其与王某
于2015年2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
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到期后，王
某未还款。王某到庭后，一方面主张
本案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与其共同的

投资，另一方面主张其与妻子李某已离
婚，李某对此事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
任。庭审中李某与王某说法一致，一
口咬定自己对借款一事并不知情，因
此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己无须还
债。庭审中，为了证明本案并非借款

而是对案外人的出资，王某申请了证
人马某出庭作证。法官借此机会对马
某进行了详细的询问，马某在陈述细
节时脱口而出，称当时李某也在场，
知晓此事。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原告秦某与
被告王某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上
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双方之间
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期限届
满后，王某应返还借款。根据马某
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借款时李某
在场且知情，虽其与王某已离婚，
但系在借款后离婚，不影响对债务
的承担。故法院判决李某亦应承担
还款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例与案例一极为相似，但是结

果却完全相反。其根据仍在于婚姻法司
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依据该条，
夫妻一方如若称债务非为夫妻共同债
务，该方要么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
约定为个人债务，要么证明夫妻双方属

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关于财产分
立的情况。本案中，马某的证言证实
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李某在场知情，且
李某与王某也无关于财产分立的约
定。故，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即使双方婚姻关系解除，李某仍需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案例三：

夫妻一方向其亲属举债 应对债务真实性进一步举证

■法官说法■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及时提
供证据。”民间借贷中，债权人主张夫妻
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院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之
间关系、借贷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
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
本案原告田某和被告陈某为母子，关系
特殊，且争议发生之时陈某与刘某已经
离婚，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关系，仅凭一张

后补的借据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故在
举证分配上，原告理应承担较多的举
证责任。原告在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
形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况
且本案中田某与其子在借款事实的关
键点上存在陈述矛盾，故不能认定双
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民警制止醉汉打儿子却被打伤
打人者因妨害公务被判拘役五个月

代理赌博网站 总押码2.37亿余元

安徽十被告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受审

新华社银川3月22日电 （记
者 张 亮 杨稳玺）近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杨有明
受贿案一审宣判。杨有明犯受贿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
罚金30万元。

经查，1999年至2014年11月期
间，杨有明利用担任宁夏姚叶和石中
高速公路指挥部协调处副处长、处
长，宁夏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局长、宁
夏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宁夏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的职务或地位的便利，为
他人牟取利益，先后 36 次非法收受
他人价值298.38万元的款物，其中现
金201万元，1万元加油卡、1.4万元
购物卡、价值 54 万元的丰田霸道越
野车一辆、价值40.98万元的丰田汉
兰达越野车一辆；另外，还索取他人

价值8万元的财物，合计价值306.38
万元。

2014 年 11 月，宁夏纪委决定对
杨有明及其家庭成员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违反计划生育的违纪问题进行立
案调查，同日对杨有明采取“双规”
措施。在调查期间，杨有明主动交代
其受贿、违纪接受礼金的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杨有明受贿数额
特别巨大，受贿次数多，又具有索贿
情节，本应从重处罚，但考虑到杨有
明在接受调查期间能如实供述不法事
实，具有自首情节。同时，在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前，杨有明能委托其家属
代为退赃。在案件审理期间，杨有明
能够缴纳罚金，具有明显悔罪表现。
综上，对杨有明减轻处罚，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受贿300余万元

宁夏交通厅原副厅长杨有明一审获刑六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