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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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 案件部主办 见习编辑 丁 珈 新闻热线（010）67550945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现在开庭］

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法庭秩序案一审公开开庭
谢阳当庭否认遭受酷刑谣言

经营者卷走客户预交货款，咋办？
法院：柜台出租者应承担先行赔偿义务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9日（总第7000期）

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第七分公司：再审申请人朱向阳与
被申请人中国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第七分公司、原审第三人海南
世知旅游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查终结。本院
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
民申1285号民事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东莞市乔华贸易有限公司、陈建光：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东莞

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东莞市乔华贸易有限
公司、原审被告东莞市中房实业有限公司、陈建光股权转让纠纷管
辖权异议一案，已审查终结。本院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民申 1292号民事裁定。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邮电器材华北公司：本院受理的深圳汇中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中国邮电器材华北公司、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满
孚首成（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11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黄万山：本院受理的黄清龙与你、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合肥百事吉食品有限公司、赵永东第三人撤销生效调解
书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最
高法民申 909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朱锦中：本院受理的王以德与朱兆彩、原审被告朱锦中第三
人撤销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最高法民申 3434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大连北美能源有限公司、乔跃：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鞍山分行与被告鞍山鑫利能源有限公司、被告大连北美能
源有限公司、被告乔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辽03民初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6日根据申请人绍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城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绍兴巨枫时装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汇同清算事务有限公司、绍兴天源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管理人）为绍兴巨枫时装有限
公司管理人。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交本院审理，本
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浙0602破4-1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绍兴巨枫时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7月3日前
向绍兴巨枫时装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绍兴市胜利东路
405号迪荡国茂大厦712室；邮政编码：312000；联系人：方俊、楼
小丽；联系电话：13917008514、13588570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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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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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巨枫时装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兴巨峰时装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7月 15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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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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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林力平、曾小真：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军与被告林力平、曾
小真、吴聪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福建]平和县人民法院
林聿耀（住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前宅村65号）、林香（住福

建省福清市上迳镇上迳村仙井49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与被告林聿耀、林香、福建中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不服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福建]福清市人民法院

彭华明：本院受理叶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南]湘乡市人民法院

张君：本院受理蒋峰诉你与沈阳聚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沈阳聚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就（2016）辽0381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判。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郑州市天地彩印有限公司、王霞、马书明、张远鹏、张运道：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欧发喜：本院受理谢彩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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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南]辰溪县人民法院

刘晗：本院受理原告李彬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授权委托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南省湘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益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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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法庭纪律及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2017）湘 0104民初 2740号民事裁定书
（保全）、证据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6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2017年5月4日

杨文辉：本院受理丁勇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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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沅陵县人民法院

孟庆会：本院受理原告梁馨予诉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因原告梁馨予提出申请，要求对移动
号码 13709877777 进行价值鉴定，本院依法进行委托，请你于 6
月13日8时40分到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与申请人梁馨予
共同选择鉴定机构。 [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郭立峰：本院受理原告赵海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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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次日上午 9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沙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
刘昊艺、王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南岸支行与被告刘昊艺、被告王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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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7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周道川、卢王容、魏素芳、焦玉明、魏展、张文、张凤、欧成会、
卜庆鑫、冉彬立、阮文珠、苏猛、高书泉、汤小容、周光元、王小春、
王胜、何佳、谭晓波、周涛、向勇、卜艳红、万代会、张艳、郑开健、
孟均：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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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6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春玉、张金萍申请宣告赵长浩死亡一案，经查赵
长浩，男，1988年5月12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向华乡勤
富村，2002年11月18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赵长
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
一年，公告期满，本案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克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秀芳申请宣
告杨串锁失踪一案。申请人李秀芳称，杨串锁患有精神疾病，
于 2015 年 2 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杨串锁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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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串锁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杨串锁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串锁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武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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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5月8日电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罗玉良）今天上午，湖南
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法庭秩
序一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
持公诉。被告人谢阳及其辩护人到庭参
加诉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
者、职业律师、谢阳家属、各界群众代
表以及来自境内外的媒体记者共 40 余
人旁听了庭审。谢阳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并对其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谣
言予以否认。

9时30分，庭审正式开始，审判长
向被告人、辩护人告知了在法庭审理过
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介绍了庭
前会议情况。审判长说，鉴于本案证据
材料较多，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公正、高效地审理本案，法庭依法
于2017年5月4日组织控辩双方召开了
庭前会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了庭
前会议，就案件管辖、是否申请回避、有
无新的证据、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及
其他与审判有关的程序问题，听取了控
辩双方的意见；同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
了庭前证据展示，明确了庭审的重点。

被告人谢阳，男，1972 年 2 月出
生，湖南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以来，谢
阳多次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公然鼓吹

“颠覆政权是基本人权”,其利用策划、

炒作敏感案件的方式，煽动不明真相的
人员与国家政权机关对立、仇视政府，
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被告人谢
阳在 2014 年代理的一起村民诉区政府
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庭审理时，聚众哄
闹、冲击法庭，严重扰乱庭审秩序。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依法讯问
了被告人，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鉴
定意见，搜查、勘验笔录，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以及被告人谢阳的供述和辩
解。被告人、辩护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
质证。

2012 年以来，谢阳在其个人微博
上先后多次公开发布180余条博文攻击
我国政府和现行体制，鼓吹“颠覆政权
是基本人权”，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
政权，其涉案博文共有 30 余万的阅读
点击量，部分博文被大量评论和转载。

2015年4月，谢阳在代理谢丰夏（化
名“谢文飞”）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案期间，在网上发布了《谢阳律师会见
谢文飞》一文，公然鼓吹“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无罪，号召大家一起努力结束独裁
统治”。该文先后被部分个人微博和境
外反华网站转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事件”
发生后，谢阳伙同律师谢某、刘某等人
赶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庆安县等地，
采取网下聚集滋事、网上鼓动对立等方

式恶意炒作此事，诽谤执勤民警故意杀
人，煽动不明真相人员与国家机关对
立。

2015 年 5 月 18 日，谢阳在广西南
宁市代理一起民事案件时，被对方当事
人殴打致轻伤，其后谢阳通过微博发表
言论恶意诽谤南宁市公安局，声称“南
宁警方组织黑社会插手经济纠纷”“南
宁警方是凶手”，并影射其因代理“庆
安事件”而遭到迫害，通过抹黑政府形
象煽动不明真相人员仇视政府。

2014 年至 2015 年 3 月间，谢阳代
理长沙市雨花区莲湖村双塘组部分村民
诉雨花区政府的涉征拆行政诉讼案件
时，纠集不具有律师资格的王某、范
某等人代理该案。2015年3月9日，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
谢阳纠集大量无关人员参加旁听庭审
给予围观声援。当雨花区法院认定王
某、范某不具备公民代理资格，要求
王、范离开审判区域时，谢阳采取拍
打桌子、辱骂法官等方式煽动当事人
及旁听人员对抗法庭决定，聚众哄
闹、冲击法庭，造成庭审秩序严重混
乱，庭审被迫中止。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充分发
表了意见。谢阳的辩护律师针对起诉书
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节进行了辩护，并
提出了对被告人谢阳从宽处罚直至免予
处罚的辩护意见。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谢阳表
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与律师身份是背
道而驰的，这些行为给国家和共产党抹
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真诚表示
认罪悔罪，并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他
说：“通过今天的庭审，使我更加充分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我对
我以前的行为感到既羞耻又悔恨。作为
律师，我本应该遵守职业操守，自觉维
护法律秩序。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完
全违背了律师的执业伦理，给社会造成
了恶劣影响。”他希望以自己为反面教
材，奉劝所有维权律师放弃使用联系境
外媒体及自媒体炒作热点、敏感事件，
攻击司法制度，抹黑我国党政机关形象
等方式来代理案件，一定要在法律框架
内行事，避免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

谢阳当庭否认所谓酷刑的谣言，他
说：“在我的这个案子侦查、审查、起
诉和审判期间，特别是在我羁押期
间，包括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8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司法机
关充分保障了我的合法权利，没有对
我刑讯逼供，更没有遭受酷刑。由于
酷刑的问题对公众产生的误导及负面
影响，我表示真诚的歉意，并希望得
到公众的谅解。”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新浪微博官方
账号对庭审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

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 上海的杨先生通过手机下
载的某打车软件叫车，一位司机接单后
并未赶到约定地点，而杨先生的账户却
莫名其妙地被划走了25.65元车费。为
了赶时间，杨先生只得自行打车前往目
的地。事后，杨先生认为网约车平台应
对司机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于是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网约车平台退还车
费、承担出租车费差价，并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之规定增加赔偿损失 500
元。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该案，二审认定网约车平台与乘客
间成立事实上之运输合同关系，上述虚
构行程并扣取车费之行为构成欺诈，改
判网约车平台支付杨先生赔偿金 500
元。

乘客未接到，司机虚构行程
并收费

2016年5月的一天晚上7点40分左
右，杨先生通过某打车软件叫车，一
位司机很快应答。据杨先生称，其见
司机迟迟未到，就跟司机提议如果无
法赶过来就取消订单，遭到对方拒
绝。几分钟后，杨先生突然发现打车
软件上的状态显示为“上车行驶中”，
便打电话给司机，司机仍称还在路
上，否认在司机端的打车软件上点击
了“开始行程”。晚上8点左右，杨先
生发现司机结束了行程，自己的账户
被扣取25.65元车费。无奈之下，杨先
生不得不花费52元乘坐出租车前往目
的地。

原来，司机在打车软件上建立了一
个里程约3公里、用时约10分钟的虚拟

行程，该行程与杨先生原定从出发地到
目的地的行程完全不相干，但是却让杨
先生为这次虚拟行程支付了车费。

网约车平台欲撇清关系，声
称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杨先生向网约车平台投诉，对方承
诺退回车费，但杨先生迟迟未收到退
款，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网约车平台称其在与
乘客签订的 《中国用户使用条款》 和

《乘客服务协议》中都已明确表明自己
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并不提供出租
车辆、驾驶车辆或公共交通运输服
务，因此其仅需承担服务合同提供者
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杨先生与第三方司
机达成运输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在
撮合成交的过程中仅提供信息技术服

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通过打车软
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时实施了欺诈行
为；并且，一审期间网约车平台已将
车费退回，杨先生的损失得以弥补，
至于打车费属于其前往目的地的必要
费用，不属于损失范畴，遂驳回杨先
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先生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法院：乘客与网约车平
台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

上海一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网约
车平台在《中国用户使用条款》和《乘
客服务协议》声明其“仅提供信息技术
服务”，但这是乘客注册软件时，网约
车平台一方提供的格式协议所称，并
不能以此代表乘客与网约车平台真实
发生的关系。乘客使用打车软件发送
用车请求后，系由打车软件进行匹配

并指派车辆，由打车软件计算车费，
待用车结束由打车软件扣取车款。综
合上述行为特征，有理由相信乘客与
网约车平台之间成立事实上的运输合
同关系。

至于实际承运的车辆是否为网约车
平台所有、承运的司机与网约车平台
间系何种关系，并非乘客发送用车请
求时所考量的因素，网约车平台也不
会就此向乘客披露，故网约车平台承
运车辆来源、网约车平台与司机间关
系究系如何，均不能改变乘客要求运
输服务时择定的合同相对方是网约车
平台之事实。

网约车司机自行虚构时间超过 10
分钟、行驶里程近3公里之交易，并通
过软件扣取车费25.65元，所涉金额虽
小，但是性质恶劣，存在明显的欺诈
故意。虽然该行为由司机个人实施，
但相对乘客杨先生而言，司机是履行
网约车平台的合同义务，实为网约车
平台合同义务的履行辅助人，因此，
网约车平台应承担司机欺诈行为的法
律后果。据此，上海一中院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五十五条之规定，二审改判网约车平台
支付杨先生500元。

（李 潇）

网约车没见着，车费却被扣了!
网约车司机虚构行程乱收费 乘客起诉网约车平台欺诈获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
一十三条第二款

……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滴
滴出行、UBER等打车软件为老百姓的
出行提供了便捷。

但是，不少新型纠纷也因此产生，
网约车平台公司究竟应承担何种责任的

问题一直以来存有争议。为更好地满足
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促进出租
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交通运
输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 《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 《办法》），已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相关的地方规定
也相继出台。《办法》明确规定网约车
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进一步规
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
为，充分保障了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
权益。

■连线法官■

■法条链接■

本报南通5月8日电 江苏省南
通市某建材馆一柜台经营者杨某挪用
十多名客户共计 70 万元货款潜逃，
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但所挪用的
货款已被其挥霍一空。其中一名客户
陆某无奈之下，将柜台的出租者南通
某建材馆告上法庭请求赔偿。

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
审的终审判决，被告建材馆先行赔偿
陆某36280元。

杨某系南通市港闸区爱平建材商
行（个体工商户字号）的业主。2011
年8月25日，杨某以其个人名义与南
通某建材馆签订展位租赁合同，约定
由杨某租赁建材馆位于附一楼 A003
号区域的展位，批发、零售、展示由
其代理的“兔宝宝”品牌衣柜类商
品，租赁期限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8 月 31 日，杨
某与建材馆续签展位租赁合同，租赁
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10
月31日。

2014 年 11 月 1 日，陆某向杨某
订购衣柜等产品，并当场刷卡支付
20000元。2015年6月12日，经量取
尺寸，陆某与杨某签订印有建材馆标
识的销售单一份，确定货款共36497
元。陆某于当日通过 POS 机刷卡再
次 支 付 16280 元 。 2015 年 11 月 10
日，杨某到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唐

闸派出所，以挪用数名客户共计 70
万元货款为由投案自首。杨某在该所
调查期间，确认收取陆某货款36280
元，但未向厂家下单。

其后，爱平建材商行停止对外营
业，杨某因所挪用的货款已经被其挥
霍一空，故未能退还陆某货款。为讨
回货款，陆某诉至南通市港闸区人民
法院，请求建材馆赔偿损失36280元。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杨某租赁
某建材馆柜台销售“兔宝宝”衣柜，
该柜台由杨某根据建材馆的统一要求
进行装潢，并接受建材馆的管理，该
经营场地相对独立，其经营形式符合
柜台租赁特征。建材馆作为柜台出租
者，在管理经营中享有较大的经济利
益，由其承担替代赔偿责任能够及时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展销
会、租赁柜台的销售者系消费者所购
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提供者，其与场地
或柜台的出租方系租赁合同关系，消
费者可以直接向销售者主张维权，但
在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实
际销售商己撤走的情况下，消费者向
实际销售者主张权益存在诸多障碍，
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四十三条，判决建材馆先
行赔偿陆某货款损失36280元。

建材馆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杨 盛）

本报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
盲目的爱美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给
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戚女士看
到微信朋友圈上有人注射玻尿酸微整
容变身美女，也想通过注射玻尿酸使
自己变得更美丽，可万万没想到“私人
订制”的玻尿酸注射，一针就让她左眼
失明、视网膜坏死。

2014年12月，戚女士在微信上与
从事微整形业务的李某结识，并在
2015年3月5日前后跟李某联系购买
了五盒玻尿酸针剂。2015 年 3 月 10
日，戚女士在微信上相约“私人医生”李
某，在新乡市新中大道与荣校东路交叉
口路北某小区居民楼向自己的额头部
位注射一种名称为“玻尿酸”的针剂。
在注射过程中戚女士感到眼部有剧烈
痛感，李某遂停止注射，将被害人戚女
士送至新乡市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就
医，后经多方治疗无效，戚女士右眼失
明。经鉴定：戚女士额眶部注射玻尿
酸后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与其右眼失
明，二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戚女士右
眼无光感（盲目 5 级）构成 VIII 级伤

残，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
2016 年 11 月 11 日，“私人医生”

李某涉嫌非法行医罪，被河南省新乡
市牧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
时，受害人戚女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近日，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明知自
己没有医生执业资格，仍为戚女士打
玻尿酸针剂，并导致严重后果，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案发后，被告
人李某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被告人李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
知后主动到案，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
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关
于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由被告人李某赔偿被害人戚女
士39.5万元。 （冯振强 范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
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
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
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
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
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追偿。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谷昔伟介绍，
杨某实际收取陆某等十余人 70 万元
货款后挪作他用，本案为该系列案中
的一件。杨某挪用货款并投案自首
后，租赁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终
止，实质上与租赁期满不再经营并无
二致。陆某作为消费者，有权请求柜

台出租者某建材馆承担先行赔偿责
任，某建材馆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后可
向实际销售商杨某追偿。

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
后，出租方先行赔偿义务的确立，有
利于消费者合法有效地保护权益，防
止消费者在柜台承租方租赁期满后出
现维权困局。作为统一经营的出租
方，在享有经营利益的同时，应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柜台承租人的
管理，规范其经营行为，实行统一收
款制度和保证金制度。既发挥出租方
整体经营的优势，又通过不断优胜劣
汰，让更为优质的柜台经营者加入，
提升出租方的知名度和柜台经营者的
信誉度，让消费者享受安全有保障的
优质服务，取得消费者、出租者、经
营者三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法官说法■

女子打玻尿酸致失明 涉事人非法行医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