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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20日（总第7011期）

2016年 11月 8日，本院根据陈东伟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恒
兴仁铝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查明，北京恒兴仁铝材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火生，股东为刘火生和杨经辉。本院
在受理后向股东发送通知书、受理裁定书和情况说明等文件，其
他相关人员均无法取得联系。管理人认为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
公司及公司财产、账薄、重要文件等均下落不明，无法进行清算，
而且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公司无任何破产财产，无法支付破产
费用，故其向本院申请宣告北京恒兴仁铝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
且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因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公司人员、
财产、账薄、重要文件下落不明，致使其财产状况不清而无法清
算，且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公司没有破产财产，无法支付破产费
用，应当宣告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公司破产，并且终结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2016）京0105民破16-3
号裁定书，宣告北京恒兴仁铝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北京恒兴
仁铝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9月9日，本院根据开封东苑大酒店的申请裁定受理开封
东苑大酒店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以2016年2月29日为审计基准日，审
计结果显示，开封东苑大酒店的资产经审计调整后，资产帐面金额为
52,809,132.11元，负债账面金额为98,257,944.75元，资产负债率为
186.06%，扣除待处理财产损失后的资产负债率为212.07%，已严重资
不抵债。本院认为，开封东苑大酒店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
抵债的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裁定宣告
开封东苑大酒店破产。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黄石金禾铜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3月
6日裁定受理黄石金禾铜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 3月 6日指定黄石荆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黄石金禾铜
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有关黄石金禾铜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7年7月1日之前,向黄石金禾铜材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管理人名称：黄石荆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湖北
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大厦 2号楼 26层；邮政编码：435000；联
系人及电话：吴娴 13687180636、0714-6306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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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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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黄石金禾铜材有限责任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 年7月13日上午9时在黄石金
禾铜材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15号）行政
楼 3楼会议室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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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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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清算组的申
请，于 2017年 5月 11日作出(2017)湘 03破字第 2-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湖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
等）地址：湘潭市芙蓉路46号晶都公馆11楼；联系人：郑立军；电
话：13707325654。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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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企业名
称）湖南江麓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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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年 6月 27
日 9时 30在（会议地点）本院第十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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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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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认为应说明的其他情况）。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12月2日受理的张家界市慈利县凤鹤山煤矿
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2017年5月9日依法作出（2014）慈民二破字第2-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二○一七年四月一日裁定受理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指定湖南人和人
（永州）律师事务所为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7月20日

前，向管理人湖南人和人（永州）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管理人通
信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去育才路帝王广场 7栋 3楼，邮政
编码：425000，联系电话：07468225566，联系人王利荣律师（联系
电话：18174660455）。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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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州圆东投资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7月
24日上午 9时在永州市冷水滩区育才路海天大酒店（永州市消
防支队旁）二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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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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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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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州市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二
○一六年四月一日裁定受理永州市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永州市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为永州市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2017年4月27日，本院
根据永州市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永州市森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本院于已裁定受理常宁市宏炜有色金
属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衡阳兴安破产清算服务
有限公司为其破产管理人。常宁市宏炜有色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6月 2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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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行使相关权利。常宁市宏炜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7年6月27日9时在本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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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本院于已裁定受理常宁水口山宏炜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衡阳兴安破产清算服务
有限公司为其破产管理人。常宁水口山宏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6月 2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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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行使相关权利。常宁水口山宏炜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6月 27日 9时在本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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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家港保税区鼎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3月16日裁定受理无锡威克亨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无锡衡鑫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无锡威克亨盛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无锡威克亨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镇鸿运路 171号；邮政编码：214000；联系人：
吴云峰、徐云俊；联系电话：13921541877、13812285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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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由你单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
召开时间为 2017年 8月 18日上午 9时 15分，地点为无锡市新吴
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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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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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太仓市鸿旺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债权人：《太仓市鸿旺化纤织造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7年2月24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并于2017年3月7日经太仓市人民法院（2015）太商破字第
0000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太仓市鸿旺化纤织造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共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第一次分配，确定于
2017年3月20日开始实施，由本管理人委托承办银行根据各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本次分配总额为1525741元，分配顺序及明细
为：1、优先清偿破产费用236005元（其中破产申请费18531元、诉讼案
件费用4474元、凭证保管费5000元、办公费用5000元、差旅费3000
元、聘请财务人员费用10000元、审计费30000元、管理人报酬160000
元）；2、清偿职工债权182063.3元，分配比例为100%；3、清偿税务债权
296657.93元，分配比例为100%；4、预留费用50000元，用于后续诉讼
费、催讨追债、办理公司注销等破产费用支出；5、清偿普通债权
761014.77元，普通债权总额为3738534.72元，分配比例为20.36%。

太仓市鸿旺化纤织造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于2017年4月7日根据债权人泗洪县苏展实业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宿迁宝迪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
苏沂淮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联系人：徐冰，电话13092483107，
地址江苏省沭阳县天津南路97号）。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8月23日9时30
分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
院提交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南通天鹰铝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新希望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已将南通天鹰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裁
定终结南通天鹰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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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5月 19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辽宁省委原常
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受贿、行贿
案，对被告人苏宏章以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
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万元；对苏宏章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6年，
被告人苏宏章先后利用担任中共辽宁省
沈阳市委副书记，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
件处理、兴办学校、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996万余元。2010年至2011年，苏宏
章在选举辽宁省副省级干部、中共辽宁省
委常委换届中，为获得推荐并当选辽宁省
副省级干部、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直接或
通过他人给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10万余元。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苏宏章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行贿
罪，依法应数罪并罚。鉴于苏宏章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
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大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受贿1996万余元行贿110万余元

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一审获刑14年

本报上海5月19日电 今天，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刘斌等诉
被告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鲜言等证券虚假
陈述纠纷一案作出宣判，一审支持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据悉，该案系全国首例
证券支持诉讼，即首次由证券金融类公
益机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支
持投资者向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提
起证券赔偿诉讼。

刘斌等共计 14 名原告系匹凸匹金
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多伦股份”，股票代码：600696，
以下简称“匹凸匹公司”） 的投资者。
2016年3月，上海证监局发布行政处罚
决定，认定多伦股份存在违法违规的
事实，包括未及时披露多项对外重大
担保、重大诉讼事项，以及 2013 年年
报中未披露对外重大担保事项，属于
虚假陈述行为。原告认为，匹凸匹公
司未及时披露其子公司荆门汉通置业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虚假陈述行
为造成了其损失，故将匹凸匹公司及
其实际控制人鲜言和时任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的恽燕桦作为共同被告诉至
法院，诉请判令鲜言赔偿经济损失共
计 233 万余元，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被告匹凸匹公司对各原告的
损失计算不予认可，但认为被告鲜言
作为直接责任人应承担首要责任，若其
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应明确可
以向被告鲜言追偿。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上海证监
局既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被告匹凸匹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
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则可据此认定

被告匹凸匹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过
错。对于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行为的
实施日、揭露日及基准日，被告匹凸
匹公司表示认可，法院均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主张的投资差额损失、投资
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上
述两项所涉的资金利息，法院经审查
认为其主张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
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的相关规定，
均予以支持。关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主
体，被告鲜言时任匹凸匹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应当明知公司重大担
保事项应按证券法相关规定对外披露，
但其未尽管理职责，直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才将上述事项对外进行披露，系
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应
对原告损失承担首要的赔偿责任。被
告匹凸匹公司作为被处罚的上市公
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匹凸匹
公司认为其享有对被告鲜言的追偿权，
应当另行提起诉讼。此外，被告恽燕桦
作为被告匹凸匹公司时任董事、财务总
监，系《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
假陈述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当

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上海一
中院一审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判决
被告鲜言应当对原告方的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利息损失进行
赔偿，共计233万余元；被告匹凸匹公
司及恽燕桦对被告鲜言的上述赔偿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据了解，2016年7月，上海一中院
依法受理了原告刘斌等诉被告匹凸匹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鲜言等 8 名高管的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原告对除鲜言、恽燕桦之外的
其余 6 名个人被告撤回起诉，上海一
中院依法予以准许。2017 年 1 月 23
日，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方由中证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明及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代理出庭参
加诉讼，被告匹凸匹公司到庭应诉，其
余被告缺席。

本案宣判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研究
丰富支持诉讼的案件类型，持续创新维
权方式，扩大支持起诉的覆盖面，更好
地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朱 瑞 黄佩蕾）

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一审宣判
上海一中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赔偿233万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系由证监
会设立，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其主要职能包
括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教
育，为中小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
信息、技术服务，受中小投资者委托，
提供调解纠纷等服务。民事诉讼法第十
五条规定了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
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作为证券金融类
公益机构，本案中，中证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依据法律规定提起支持诉讼，助
力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维权，首开
证券领域支持诉讼的先河，因而引起社
会各界持续关注。

本报讯 因认为被告在其控制及经
营的“中国IT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资
讯网”发布《摩拜深陷三大诚信危机：
专利侵权、避谈押金、烧钱当游戏》的
匿名文章侵犯其名誉权，原告北京摩拜
科技有限公司以名誉权纠纷为由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被告“中国 IT 研究中
心”的经营者北京比达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及域名持有人黄顺芳、“中国软件资
讯网”的主办单位北京蓝美文化有限公
司及域名持有人陈礼明停止侵害、赔偿
损失、消除影响、披露信息。日前，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诉称，其是摩拜单车的经营
者。摩拜单车创立于2015年1月，创始
团队潜心设计研发了全球第一款带有智
能锁的智能无桩共享单车——摩拜单
车，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正式在上海运
营，此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陆续扩展
到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宁波、厦

门、武汉、佛山、昆明、南京、东莞、
珠海、济南、福州等 20 余个城市。目
前摩拜单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共
享单车运营平台以及全球最大的移动物
联网平台之一。摩拜在解决城市公交

“最后一公里”、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获得了社会
公众的广泛认可与赞许以及各级政府
部门的关注与大力支持。摩拜也因此
获得了众多的社会荣誉和奖励，包括
2016 中国年度创新成长企业 100 强、
2016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榜”的责任创新奖等。原告通过其积
极创新、为公众绿色出行提供出色解
决方案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良好商誉
是摩拜企业整体价值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受中国法律保护。

2017 年 3 月 21 日，各被告在其控
制及经营的“中国 IT 研究中心”“中
国软件资讯网”两网站上，几乎同时

发布了一篇题为 《摩拜深陷三大诚信
危机：专利侵权、避谈押金、烧钱当
游戏》 的匿名文章。涉案文章以匿名
报道的形式大肆捏造事实、散布谣
言，从文章大标题、导语、小标题到
主体内容均赤裸裸地对原告恶意进行
不实的名誉攻击，充斥着诽谤言论与
侮辱性的谩骂，包括为吸引公众关注
而精心设计的 《摩拜深陷三大诚信危
机：专利侵权、避谈押金、烧钱当游
戏》 的醒目标题，各被告恶意编辑并
突出显示的导语“层层挖掘迅速成名
背后的摩拜，可发现其不仅存在抄袭
问题，也在用户押金问题、投资人最关
心的盈利问题上都已丧失了应有的企业
诚信”；以及在文中不遗余力地诽谤摩
拜“鼓吹技术创新，实则抄袭成性”

“摩拜为了赢得投资和行业关注，打造
自身科技感的企业标签，不惜通过抄袭
技术专利的手段，并刻意将其技术创新

能力严重夸大”等。由于各被告合谋的
共同侵权行为，涉案文章在互联网上大
肆传播，严重损害摩拜的商业信誉和企
业社会形象，给摩拜造成了重大的、难
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

原告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专门针
对摩拜进行的有组织的网络诽谤和抹黑
事件，原告有合理理由怀疑是由于商业
上不正当竞争引起的、被人恶意驱动的
互联网名誉侵权活动。故诉至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即在
其涉案网站上删除全部侵权报道和相关
链接；各被告向原告披露侵权报道的来
源及其作者的身份信息；各被告在其

“中国 IT 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资讯
网”“比达网”等网站以及新浪网、搜
狐网、今日头条等第三方网站的首页显
著位置连续三十日发布向原告公开赔礼
道歉的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各被告连
带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暂计
100万元，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发生的
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暂计20万元。

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闫小小）

本报南宁 5月 19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练婷婷）今天，南
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县委原副书
记、县长汤梓军受贿案，对被告人汤
梓军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对汤梓军退
出的赃款人民币 78 万余元予以没
收，未退出的赃款人民币35.8万元，
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12 年 至
2015 年，被告人汤梓军在任广西平
果县县委副书记兼新安镇党委书记、
广西那坡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
推荐并同意平果县新安镇副镇长黄荣
峰任平果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为黄
荣峰承揽工程向平果县相关部门领导
打招呼，帮助黄荣峰挂靠的公司在平
果县、那坡县承揽到工程项目。期
间，汤梓军先后5次非法收受了黄荣
峰给予的现金合计 16 万元；通过女
朋友黄某某非法收受了黄荣峰送给的
红色别克英朗小汽车一辆和南宁市鲁
班壹号的房屋一套，黄荣峰为此支付
款项 37 万余元；非法收受了黄荣峰
为其向李某支付的房屋装修费 5 万
元，为其向黄某退款的5万元。

2014 年初，被告人汤梓军任那
坡县县长后，为陈如意承揽工程向那
坡县相关部门领导打招呼，为陈如意

承揽那坡县县城厢初级中学女生宿舍
楼工程和那坡中学学生宿舍楼工程等
工程项目提供帮助。汤梓军2次非法
收 受 了 陈 如 意 送 给 的 现 金 共 计
50万元。

2016年2月，办案人员对汤梓军
进行调查期间，汤梓军主动交代了办
案机关未掌握的其非法收受陈如意贿
赂的事实，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已掌
握的其通过黄某某非法收受黄荣峰送
给的红色别克英朗小汽车一辆和位于
南宁市鲁班壹号的房屋一套的事实，
非法收受黄荣峰送给的现金贿赂的部
分事实。案发后，汤梓军妻子董某代
为退赃78万余元。

综上，被告人汤梓军利用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共计人民币113万余元。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
告人汤梓军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建设、工作调
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鉴于汤梓军归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非法
收受贿赂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
的犯罪属同种罪行，可酌情从轻处
罚；积极退赃，确有悔罪表现，可酌
情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济南 5月 19 日电 （记
者 闫继勇）今天下午，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庞红卫、孙琪
非法经营一案二审公开开庭宣判，
裁定驳回庞红卫、孙琪的上诉，维
持原判。

被告人庞红卫、孙琪犯非法经
营罪一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一审宣
判，认定庞红卫、孙琪犯非法经营
罪，分别判处庞红卫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其
前罪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处孙琪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
财产743万余元。

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提出上
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
庞红卫和孙琪、听取辩护人的意
见，对一审判决认定庞红卫、孙
琪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证据予
以确认。

山东高院认为，上诉人庞红
卫、孙琪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
经营疫苗等药品，严重扰乱药品市
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
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惩处。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作出上述裁
定。

上诉人亲属、媒体记者及社会
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相关链接■

“山东非法疫苗案”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认为匿名文章侵犯名誉 摩拜将发布平台告上法庭

受贿113万余元

那坡县原县长汤梓军被判五年

本报芜湖5月19日电 经安徽
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芜
湖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公益诉讼人芜湖
县人民检察院诉南陵县城市管理局怠
于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在芜湖中院公
开开庭审理，这也是芜湖市首例当庭
宣判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来自辽
宁、重庆、陕西等省市的 13 名全国
人大代表观摩了庭审。

芜湖县法院经审理查明，南陵县
城市管理局将位于南陵县籍山镇新河
与漳河交汇处堤坝西南侧的一处国有
土地设置为建筑垃圾堆放点，在未采
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投入运
营。2015 年至 2016 年间，南陵县环
境保护局、南陵县水务局发现该垃圾
堆放点对漳河水体造成污染、影响沿
河坝体安全，于是先后发函要求南陵
县城市管理局进行清理。后南陵县人
民检察院发现，南陵县城市管理局未
按环保、水务部门要求采取整改和补
救措施，遂于2016年12月30日向南
陵县城市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
议其积极履责，依法规划建筑垃圾消
纳、综合利用等设施的设置。直到
2017年3月，南陵县城市管理局仍未
对垃圾堆放点采取有效处理措施。检
察机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南陵县城市管理局设置垃圾堆放点的
行政行为违法，并立即停止向该垃圾
堆放点倾倒垃圾，对存量垃圾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造成的环境污染采取补
救措施。

庭审中，合议庭围绕被告主体资
格、案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以及案件
事实进行了详细查证，在查明案件事
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依法当庭宣判，
判决确认南陵县城市管理局将南陵县
籍山镇新河与漳河交汇处堤坝西南侧
国有土地设置为建筑垃圾堆放点的行
政行为违法，责令南陵县城市管理局
在六个月内采取无害化处理、修复区
域生态环境等补救措施。南陵县城市
管理局当庭表示服判，将积极采取措
施保护南陵城市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一行在庭审结束后
表示，此次庭审生动、直观，全面展
示行政公益诉讼的全过程。法院当庭
宣判，判决行政机关六个月内履责，
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考虑到
垃圾处理及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确
保行政机关充分、有效解决环保问
题，此次公益诉讼目的即已达到，效
果很好。

（娄 洁 叶起胜 李 璇 黄
梦媛 文/图）

芜湖当庭宣判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
13名全国人大代表现场观摩

图为庭审现场图为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