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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车祸私了获赔后受害人死亡
死者亲属要求撤销私了协议获支持

少年溺亡同伴未及时呼救
法院认为同伴存在过错，判赔5.6万余元

本报讯 夏某驾车与吕某相撞，致
使吕某受伤。次日，吕某委托其弟吕某
华与夏某达成协议，约定夏某一次性赔
偿 5000 元，双方今后无涉。十几天
后，吕某死亡。吕某华认为夏某赔偿太
少，涉案协议构成重大误解，遂将夏某
和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该
协议，并赔偿损失58万余元。

7月 3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撤销双方达
成的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
业三责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吕某华各项经
济损失合计18万余元。

老汉吕某系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
人。2016 年 6 月 19 日，夏某驾驶汽车
与同向行驶的吕某所驾人力三轮车发
生碰撞，致吕某受伤。公安交巡警部

门认定夏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吕某负
次要责任。事发后，吕某被送至当地
医院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吕某构
成“头部外伤，左侧肩胛骨骨折”。
吕某感觉伤势不重，遂未住院接受治
疗。

次日，吕某委托其弟吕某华与夏某
协商赔偿事宜，并签订赔偿协议。协议
的主要内容为：夏某一次性赔偿吕某人
民币 5000 元，今后双方无涉。夏某随
即支付了赔偿款。

2016年 7月 7日，吕某在家中突然
死亡。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吕某系冠
心病急性发作死亡，吕某所受外伤对其
死亡发生具有轻微的诱发作用。

吕某华认为，吕某的死亡与交通事
故有关，案涉私了协议系吕某基于重大
误解所签订，应当予以撤销。因夏某拒

绝再次赔偿，吕某华一纸诉状将夏某及
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吕某因
交通事故所受外伤系其冠心病发作的轻
微诱因，其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吕某基于其伤势不重的
错误认识，与夏某签订一次性赔偿协

议，其行为构成重大误解，且吕某死
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远远超出协议约
定的赔偿数额，故其亲属吕某华主张
撤销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夏某所
给付的 5000 元，应算作垫付款予以返
还。

结合事故责任和因果关系的原因
力等因素，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还
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赔偿
原告吕某华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18 万余
元。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向二
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
原判。

（刘昌海 刘彩霞）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王志勇指出，
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民事行为的
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理解，并且基于
这种错误理解而作出的民事行为。本
案中，吕某对交通事故给其造成的损
害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并且基于这种
错误理解与夏某签订一次性赔偿 5000

元的协议，其行为属于重大误解的民
事行为。故吕某华作为吕某的亲属，
有权请求撤销该协议。

王志勇提醒，根据合同法规定，
如果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则撤销权消灭。

■法官提醒■

本报讯 初中生小华、小明结伴
到村附近的水塘洗澡，不料，小华溺
水身亡。事发时，小明在惊慌之下害
怕家长责骂而没有及时呼救。小华的
父母将水塘管理者和小明告上法庭。

7月 3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人民法院走进南阳市第 21 小学，巡
回审判了该起生命权纠纷案，当庭判
决被告某市人民政府向小华父母支付
赔偿金22.7万余元，精神抚慰赔偿金
5000 元；被告小明的监护人向小华
父母支付赔偿金5.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7
日上午，邓州市的小明和小华两少年
相约下午到网吧玩耍。14 时左右，
小明骑电动车到小华家，随后，二人
又一起到小明家，商量决定先去水塘
洗澡、游泳，便一起来到涉案水塘。

大约三四十分钟后，小明听到水
塘边有人说话，因害怕被人看到在水
塘洗澡告诉家长，便叫小华赶快上
去，小明小华分别向水塘东边和西边
游去。小明上岸后，先躲在草窝中，
回头看小华，发现小华不在，叫小华
没人答应，小明在周围寻找，但也没
有找到。

当日 17 时左右，小华的父母来
到水塘边寻找，小明便告知了二人下
午一起在水塘游泳的情况。此时，小
华父母认为孩子可能已经溺水，一边
给邻居打电话求助一边下水救人。等
村民赶来时，小华的父亲已将小华打
捞上来，并给小华做人工呼吸进行抢
救，随后，乡卫生院医生赶到对小华
进行紧急施救，但小华因溺水时间过
长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该涉案水塘系某市人民

政府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2014年
8月施工修建，2015年8月完工。同年
11月，某市人民政府委托该市一镇政
府管护，镇政府在水塘边用小纸板竖
了一个“水深危险”的安全警示标语。

小华父母认为，某市人民政府作
为建设单位，镇政府作为管护单位，
未在水塘周围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对
该水塘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同行的小
明没有尽到先前危险行为所引起的后
期的呼救义务，延误时机，最终造成
小华溺水死亡，故三被告均需担责，
遂将某市人民政府等三方告上法庭，
诉请判令被告赔付相应部分的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
失共计38.4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市人民政府
对该水塘具有管理责任，后委托给镇
政府管理。镇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仅
有警示标志而没有完备的具体管理措
施阻止他人进入，故镇政府有过错。
但基于某市人民政府与镇政府系委托
关系，因此，镇政府不承担责任，由
委托人某市人民政府按40%的责任比
例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小明系
未成年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未成年
人具有救助义务，但小明在事件发生
后，没有及时呼救。因此，小明对小
华的死亡具有过错责任，但责任较
小，按 10%的责任比例由其监护人向
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小华虽未成年，
但已满15周岁，应当知道在水塘中游
泳具有危险性，原告作为小华的父
母，未履行好监护职责，应对小华死
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故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曾庆朝 丁清凌 牛 娅）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李松荣）因就读小学时曾有矛盾，辍学
少年伙同他人，殴打并持刀捅刺小学同
学，导致其失血过多不治身亡。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
起故意伤害案件，一审判处被告人小飞
有期徒刑八年零七个月，其同伙阿强、
阿财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四个
月和四年零九个月。

小飞的老家在广西陆川，从小随务
工父母来厦门。小飞小学六年级时辍
学，长期处于无业状态，并在外租房与
朋友阿强、阿财同住，案发时还不满
16周岁。

2016年5月，小飞偶遇骑摩托车送

阿财回出租屋的小学同学小金。小飞因
读小学时曾与小金发生过肢体冲突，回
到住处后提议和阿强、阿财一起去殴打
小金。在小飞的指使下，阿财打电话以

“一道去玩耍”为由将小金骗出。三人
携带匕首和甩棍，骑摩托车和小金来到
一处偏僻的绿化带。

小飞见无行人过往便熄火停车，径
直走向小金并对其拳打脚踢。期间阿强
亦上前殴打小金，阿财始终未动手。小
飞先对小金进行殴打，后持甩棍击打小
金，最后拿出折叠刀朝小金左胸部捅刺
一刀。随后小飞等三人一同逃离现场，
而小金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当日，小
飞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先后联系阿

强和阿财，劝说阿强投案且协助民警抓
捕阿财。三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主
要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查明，阿强系小飞的小
学同学，平日与父母同住，辍学后在一
家不锈钢店面里务工；阿财则小学没毕
业便辍学，案发前处于无业状态。三被
告人在庭审时均有悔罪态度。

审理期间，阿强和阿财的辩护人提
出，本案系小飞故意伤害实行过限导致
的，故阿强和阿财应仅在一般故意伤害
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应就过限
部分承担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本案系
共同犯罪，三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
各有分工，应共同对故意伤害后果承担

责任。故认为该辩护意见理由不充分，
不予采纳。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飞、阿强、阿
财因琐事纠纷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致人
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本
案系共同犯罪，小飞在故意伤害犯罪
中起组织作用，是主犯；阿强、阿财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对其依法均可以减轻处罚。小飞犯罪
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阿
强、阿财犯罪时均已年满十六周岁不
满十八周岁，均系未成年人犯罪，依
法均应当减轻处罚。小飞主动向公安
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
自首，并劝说阿强投案且协助抓捕阿
财，具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
罚。阿强系自首，阿财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均可以从轻处罚。小
飞、阿强已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
损失，对其均可酌情从轻处罚。

综合全案情节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的作用，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因积怨持刀报复小学同学
三辍学少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分别被判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5日（总第7055期）

何明先生、张晓城先生：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受东
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信隆”）的委托，就要
求贵方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一事，致函贵方如下：贵方曾与东方
信隆签订三十一份《反担保保证书》，承诺为东方信隆为福州悦
昇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十一位债务人（以下简称“债务人”）向银行
（以下简称“债权人”）申请贷款所做的担保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贵方还在保证书第五条中承诺，若债务
人未能按约履行其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或相关合同或协议
以及其与东方信隆签订的委托担保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则贵方
保证在收到东方信隆通知书后90天内无条件地按照东方信隆的
要求承担担保责任。上述保证书签订后，由于债务人怠于履行还
款义务，债权人已宣布上述债务人的借款全部到期，并要求东方
信隆履行代偿义务。截至2013年2月28日，东方信隆已代上述债
务人偿还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 91，412，193.08 元。鉴于以上事
实，现本所接受东方信隆的委托，通知贵方，贵方应于收到本律
师函之日起五日内日内履行反担保保证责任，向东方信隆清偿
上述款项。若逾期未清偿，东方信隆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
究贵方的违约责任，届时可能给贵方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由贵
方自行承担。

特此函告，望慎重考虑。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我海南国运丰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7年 6月 29日与买受
人洪申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沿江六
西路即地号01-01-03-95地块上盖物“太阳岛温泉花园小区”第
2幢第 10层第C、D号等两套房屋出售给洪申，买受人已依约付
完全款，即日起由买受人享有其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所有权益，任
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对其另提权利要求。特此公告。

海南国运丰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6月30日

路坤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经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登
记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30533000008110。地址：邢台
市威县经济开发区开放路东段北侧，法定代表人：帅吉文，注册
资本：6000万，经营范围：太阳能电动道路清洁车制造；太阳能电
动道路清洁车研发、销售；车辆配件销售；板式输送机、悬挂式输
送机、带式输送机、滚子输送机制造、销售；塑料制品、砂轮切割

片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
务。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前来接洽。联系人：闫先生
15612923781

河北路坤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陈景强：本院受理原告毕学廷诉你及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河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保全）、再次开庭申请书、诉讼请
求追加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三庭（第十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因深圳市润大实业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6月
26日裁定终结深圳市润大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赛瑞通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绍兴风行电力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
告送达破产申请书和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
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
司破产清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
公告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7
年9月1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
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
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北路坤电动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坤公司）

的申请于2017年6月5日裁定受理路坤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管
理人。路坤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8月 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申报地址：路坤公司院内管理人办公室，联系电话：
15612923781。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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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坤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路坤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年 8月 18
日上午10时在路坤公司院内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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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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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威县人民法院

2017 年 3 月 17 日，本院根据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
鲁 03 破申 19 号之一裁定，审理山东珑山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山东珑山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裁定宣告
山东珑山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2017年 3月 17日，本院根据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3破申18号之一裁定，审理山东珑山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山东珑山矿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6月 26日裁定宣告山东珑山矿业有限
公司破产。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周咏梅等54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四川省资产投资武侯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资产武侯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利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省资产武侯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9月6日前，向四川省资产投资武侯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
拉德方斯大厦东 6 楼；邮编：610042；联系人：周斌；联系电话：
028－6208805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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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法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省资产武侯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该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9月20日上午10时在本
院第16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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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规定提交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身份证
明及特别授权委托书、律所指派涵等委托手续。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四川兴安建设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对债务人成都启源投资
有限公司（简称启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川达民律
师事务所担任启源公司管理人。后报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同意，成都中院裁定将该案移交本院审理。启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 2017年 9月 7日前向管理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观音阁后街；邮编：610000；联系人：唐小花，联系电话：028－
86120295、1398043779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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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法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启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该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9月 21日 9
时 30 分在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鹤林一路 28 号附 20 号的天宇
龙潭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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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规定提交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身份
证明及特别授权委托书、律所指派涵等委托手续。

[四川]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3日，本院根据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工业公司修理

经营部的申请裁定受理的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工业公司修理经营
部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到 2017年 2月 28日，债务人资产总
额 69420.57元，负债总额 239348.96元，资产负债率 344.78%。本
院认为，债务人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工业公司修理经营部为集体

企业，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6月 8日裁
定宣告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工业公司修理经营部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金属网厂申请天津赛文斯塔金属线网制品

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津0110破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天
津市司贵达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的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 39号，联系电话 022-27315508。债权人应
在 2017年 9月 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赛文斯塔金属线网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和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会议于 2017年9月22日上午9时在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第7
法庭召开，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9号。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特此公告。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垫江县玉河水泥厂的申请于 2016年 11月 10日裁
定受理垫江县玉河水泥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 6月 12日
指定重庆海川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为垫江县玉河
水泥厂管理人。垫江县玉河水泥厂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9月 12
日前，向垫江县玉河水泥厂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垫江县桂
溪镇峡口村 6 组；邮政编码：408300；联系人：刘浩；联系电话：
18512359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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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定于2017年9月18日9时30分在垫江县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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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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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 [重庆]垫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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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焚烧祭祀品殃及他人停放
的车辆，导致车辆被烧毁，车主将办丧
事的事主与办丧事的承揽人等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损失。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揽人李某赔
偿车主朱某11.2万余元，事主徐某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2016年2月，徐某的母亲去世，徐
某委托李某以一条龙服务方式办理丧
事，李某向吴某购买祭祀品，吴某通
知刘某、顾某、汪某届时前往帮工。

2月 9日下午，徐某母亲的殡葬仪
式在徐家宅举行，李某的丈夫及刘
某、顾某、汪某到场。徐某、李某的
丈夫选定一处空地进行“化床基”仪
式，准备燃烧祭祀品和遗物，所选燃
烧点附近有树林。仪式开始后，先由
死者家人燃放爆竹，亲属踩着木板绕
走三圈，再由刘某等人点燃遗物和祭
祀品，同时开始道士的仪式，仪式完

毕后，地上木板被撤走，徐某等众亲
属离开。随后，李某的丈夫、汪某先
后离开，刘某和顾某留在现场看管燃
烧物。15时 50分许，刘某、顾某认为
祭祀品和遗物彻底烧完、火已熄灭，
遂离开了现场。

徐某等人在作“化床基”准备工作
时，朱某的白色起亚牌轿车曾停在附
近，后应徐某等人要求停放在距燃烧点
西面约20米处的路边树林里。

16时 53分，有人报警称，徐家宅
附近树林里有轿车爆炸。随后，虽经
消防灭火，但该轿车已被烧毁。后消
防部门认定该轿车是因外来火种引发
燃烧。

据事发当天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李
某称，在烧去世老人遗物后，工人未及
时将火星熄灭，导致火点燃到旁边的草
木，火势蔓延将轿车点燃。

2016年5月，朱某以财产损害赔偿
为由，将事主徐某、承揽人李某、派工
者吴某、帮工刘某等人告上法庭，索赔
14万余元。

朱某认为，徐某是雇主，不应让他
人在此空地焚烧物品，而导致自己的私
家车毁损，在此期间，徐某与李某等人

也有过错，故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徐某辩称，其与李某是服务合同关

系，非雇佣关系，安全义务应由李某负
责，自己没有侵权行为，也没有证据证
明朱某的车辆燃烧与丧事有关。

李某辩称，刘某等人是等到明火烧
完后才走，隔了很久才发生车辆燃烧，
燃烧点与车辆相距 20 米，也没人看到
起火过程，因果关系不明。吴某是运送
祭祀品的人，焚烧也是吴某找人操作，
故吴某及其帮工存有过错。

吴某辩称，李某向其购买祭祀
品，并让其帮忙叫人，工资是李某发
的，操作是李某负责，认为事故与自
己无关。而刘某等三名帮工均辩称其
没有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车辆燃烧与
丧事燃烧行为有关。首先，经消防部门
认定朱某车辆燃烧为外来原因。虽没有
直接证据证明朱某车辆的燃烧是办丧事
行为引起，但当天丧事，燃放大量的烟
花、祭祀品和遗物，而没有证据证明当
天还有其他更为可能引起火灾的行为。
其次，李某查看现场后推测是帮工未及
时将火星熄灭而燃上旁边的木草物，蔓
延之火将朱某车辆点燃。李某作为丧事

承揽人，第一时间查看现场所作的推测
具有说服力，应予认定。

徐某将丧事委托李某办理并支付费
用，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吴某向李
某提供丧葬用品，就此形成买卖关系。
吴某临时叫人帮忙，帮工在现场听从李
某安排，工资虽由吴某发放，但每隔一
时段就祭祀品费和帮工工资与李某结
算，互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法
律规定，提供劳动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因此，吴某和刘某等人不应承担本
案责任。

徐某和李某在室外大量燃烧物品，
应当确保安全。在徐某等人离开后，李
某安排刘某等人看守现场，刘某在自认
为火已完全熄灭后才离开现场。由此可
见，在徐某与李某之间，双方应当是约
定由李某对燃烧现场的安全负责。因
此，李某应当对朱某的全部损失承担最
终责任。徐某作为丧葬的事主，对外应
当就李某所负责任在无力清偿的情况下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据此，浦东新区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一审判决。

（富心振）

烧祭品殃及路边停放车辆
无辜车主获赔11.2万余元

本报南宁 7 月 4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练婷婷）今天，南
宁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深圳市财政局办公室原调研
员、东莞市华瑞房地产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曾小华行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6 年至 2011
年，被告人曾小华请托时任中共东莞
市委书记刘志庚（已另案处理）利用
职务便利，为广东佳彩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中标东莞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采
购项目、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提供帮助，分别从上述公司
获利人民币 1200 万元和 2305 万余
元。被告人曾小华为感谢和继续得到
刘志庚的帮助，于 2007 年送给刘志
庚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星河丹
堤花园C区7号的别墅一栋，价值人
民币 2617 万余元；2008 年经刘志庚

同意，送给刘志庚儿子刘文锐路虎揽
胜越野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41万余
元。上述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759
万余元。

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曾小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围
绕被告人的行为成立单位行贿还是个
人行贿、被告人分别从佳彩公司和勤
上公司获取不正当利益是否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以及应否减轻处罚等问
题充分发表了意见。在最后陈述阶
段，被告人曾小华对其公司违法行为
感到深深懊悔，请求法院根据从轻、
减轻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被告人的亲属、人大代表、
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60 余人旁听了
庭审。

给市委书记送别墅送路虎
深圳财政局调研员被控行贿27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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