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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招聘公司员工私售求职者信息15.5万余条
两员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并处罚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14日（总第7064期）

公益诉讼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与被告北京科技园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
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2016年8月，北京市
环境保护局及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局先后分别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认定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污染物超标
排放的行为违反《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责令项目停
止使用并处以罚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北京科技园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致使城市水体
污染，破坏城市形象，影响居民居住环境，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责
任，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超标排放水污染物；2.北京科技园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合法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环境原状，或承担生态环
境修复费3 588 000元；3.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鉴定费50 000元。现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深
刻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益诉讼起诉书指控的上述侵权事实予以认
可，并愿意按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益诉讼起诉书提出
的诉讼请求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鉴于以上情况，经本院主持调解，
双方于2017年7月3日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自签署本调解
协议之日起，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天自费将“领
秀慧谷”小区的全部污水运送至北京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清
河再生水厂进行污水处理，直至“领秀慧谷”小区的全部污水可以
通过市政管网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二、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三百五十八万八千元（本调解协
议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账户），用于本案所涉及的生态环
境修复；三、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鉴定费五万
元（本调解协议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账户）；四、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本调解协议第一、二、三项内容的执行进行监
督；五、本调解协议的公告费用由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办理公告时直接支付）;六、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九百零
四元由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调解协议生
效后十日内交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雷志辉、周小丽：雷志辉于 2015年 7月 17日在我单位借款
15万元，双方签订了衡借字2015年37001号《借款合同》，同时周
小丽为雷志辉向我单位提供了保证反担保。该借款于2015年10

月 16 日到期，截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止，你方余欠本金壹拾伍
万元。请你方于 2017年 7月 14日前筹集上述贷款本息、违约金、
违约利息等相关费用前来我单位归还。否则，我单位将按双方签
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进
行处理。

衡阳市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2017年7月14日

本院根据长沙新世纪百货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5
月4日作出（2017）湘01破申12号民事裁定受理湖南和一置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为湖南和一
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和一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日起30日内（自2017年7月14日起至2017年8月12日
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及现场申报点：湖南省长沙市
岳麓区枫林三路 268号和一商务酒店（岳麓店）6楼；邮政编码：
410205；联系方式：0731-86456711,陈桃林：13975191340，李卓：
18229846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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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终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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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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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一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地点和
注意事项等另行通知。特此公告。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6月 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程金英申请宣告公
民死亡一案。申请人程金英称，其与郑秀榕系母女关系，郑秀榕
于1995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郑秀榕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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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郑秀榕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郑秀榕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郑秀榕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振艳、何振花申请
宣告宁资菊失踪一案。申请人何振艳、何振花称，宁资菊（女，
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硫市镇水江村大村

组，身份证号码：43042219740810392X）系二申请人母亲，自2010
年12月出走后一直杳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二年。下落不明人宁
资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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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宁资菊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宁资菊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宁资菊情况，向本院报告。
联 系 人：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车江法庭 刘天宝
联系电话：13657348890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贺慧芬申请宣告贺建平死亡一案，经查：贺建平，
男，1957年5月14日出生，于2003年9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贺建平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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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姜春荣申请宣告田学才死亡一案，经查：田学才，男，
汉族，1982 年 7 月 17 日出生，身份证号 152122198207171814 于
2016年10月27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江苏省公安边防总
队海警支队四大队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田学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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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苏小玲申请宣告苏
兵失踪一案。申请人苏小玲申请称，2015年6月10日16时许，苏
兵在四川省都江堰市鲤鱼沱外河边游泳期间，被河水冲走，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二年。下落不明人苏兵应当至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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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苏兵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苏兵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苏兵情况，向
本院报告。 [四川]黑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廷碧申请宣告周勇失踪一案，经查：周勇，男，
1984年 12月 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0182198412080315，汉族，
农民，户籍地：四川省彭州市新兴镇狮山村 9组 11号，于 2009年

外出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8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周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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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曾维新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经查：李桂
云，女，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中道街126号，于1990
年10月无理由离家出走，失踪无音，长期寻找及联系未果，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2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李桂云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报告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桂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桂
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雪梅申请宣告陈淑群死亡一案，经查：陈淑群
（女，195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籍田镇铧炉村
2组，身份证号：510122195504192867）于1986年5月突然离家出
走，至今下落不明，音讯全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下落不明人陈淑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籍田法庭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淑
群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淑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淑群情况，向本院
籍田法庭报告。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文宣、李树莲申请宣告杨华能死亡一案，经审

查：杨华能，男，1965年 5月 4日生，汉族，云南省武定县人，武定
县近城小学教师，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文昌路31号
2单元 202室，公民身份号码：532329196505041353。于 2013年 6
月25日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杨华能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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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武定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世春申请宣告王
超死亡一案。申请人王世春称，申请人与王超（男，汉族，公民身
份号码 33052319850104471X）系父子关系，王超于 2003 年在浙
江衢州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十多年。下落不明人王超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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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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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安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安富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陈安富称，申请人系被申请人陈富满的哥哥。
2013年5月29日，被申请人陈富满受雇于兴航海168运输船工作，
因船行至上海洋山港海域时与兴龙舟578船、浙椒机1156船发生
海上碰撞事故，被申请人等三人失踪，事故后经上海洋山港海事部
门及上海海事法院处理及查明。现被申请人因事故失踪已满四年，
故依法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请。下落不明人陈富满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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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富满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富
满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
富满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银柳申请宣告陈云龙死亡一案，经查：陈云龙，
男 ，1961 年 5 月 9 日 生 ，汉 族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522196105096918，家住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居仁社区长
广集体户12户。于2000年12月2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云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0572-8076256）。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张承延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张东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张东（男，1976年 12月 24日出生，汉族，原户
籍所在地重庆市綦江区和平二村 207号）于 1993年 9月 13日因
犯盗窃罪被劳动教养，户口随即被注销，1994年 5月 2日解除劳
动教养后，一直未上户口。后于1996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东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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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淑惠申请宣告成善良死亡一案，经查成善
良，男，户籍地重庆市垫江县五洞镇迎宾 1 号 9-7，公民身份
号码 512322196308034930，于 1997 年起外出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成善良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 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垫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松雨、李术华申请宣告郑俊琴死亡一案，于2016
年4月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7年4月21日
依法作出（2016）川0129民特2号判决书，宣告郑俊琴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四川]大邑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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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案件。某网聘咨询有限公司员工申
某、李某因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余某因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情节均特别严重，被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至三年零六个月
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至 30 万
元。

申某、李某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知名
招聘公司上班。申某的工作职责为将求
职者注册的个人信息有偿提供给用人公
司。工作过程中，申某发现公司程序存
在漏洞，求职者个人信息在向用人公司
提供后，还有二次销售谋取利益且不被
公司发现的可能。因实施该行为需要客
服人员的帮助，申某遂跟客服李某串
通，以给其一定好处费为利诱，让李某
帮自己获取求职者个人信息。二人串通
一气后，遂开始利用公司程序的漏洞套
取求职者信息。此时，余某正想要购买

求职者信息，但通过公司的正规销售渠
道购买价格偏高，得知申某可以低廉的
价格将求职者信息贩卖给自己，遂与申
某一拍即合，开始向其大量购买求职者
信息。法院经审理查明，申某、李某共
私自将公司的 155673 条个人简历信息
非法出售或提供给他人；余某共非法获
取其中的108543条。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申
某、李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
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
重，二人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被告人余某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被
告人申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
主犯，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
作用，系从犯；被告人余某在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应就自己的行为承当
相应责任。故判决被告人申某犯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
个月，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被告人余
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人民币 10 万
元。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罚金
人民币5万元。

一审判决后，申某、余某不服，以

原判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北京三中院。
北京三中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一审

法院根据三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
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
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
序合法，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鸣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

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
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
罚。

■法条链接■

本报讯 2016年7月，沈海高速公
路上发生一起离奇车祸，汤某从行驶中
的小客车副驾驶座上跌出车外，并遭边
上驶过的大货车碾压身亡。事后，受害
者跌落的确切原因始终无法查清，保险
公司也以汤某属车上人员不属交强险和
第三者责任险理赔范围为由拒赔。受害
者家属遂将车辆驾驶员和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索赔120余万元。不久前，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驾驶
员与受害者负同等责任，由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共计
71 万余元。近日，该案经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维持了一审判
决。

事发：乘客跌出车外遭碾压
身亡

2016 年 7 月 20日傍晚，汤某下班后
搭乘同事黄先生的车从位于市郊的单位
返回市区。途中，当车行驶到沈海高速公
路由南向北1304公里约900米处发生意

外，汤某突然从前排副驾驶座处的车门处
跌落车外，并摔倒在中间机动车道上。此
时，恰巧一辆大货车驶过，汤某遭碾压后
不幸当场身亡。黄先生也被突如其来的
意外惊呆，他赶忙停车察看并报警。警方
到场后发现，大货车已驶离现场。

汤某为何会从正常行驶的车内跌出
车外？事发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调
查。鉴定结果显示，当时车门的锁扣装
置以及副驾驶座的安全带均处于正常状
态。受害者跌出车外时，肢体与该车右
后侧发生碰撞。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证
明材料则显示，事故成因与汤某从车内
跌落有关，但跌落的具体原因无法查
清。而大货车在事故发生后未停车保护
现场，至今仍未查到该车辆。

突然的变故让汤某的家属遭受了巨
大的打击，而对于事故理赔问题则迟迟
没有进展。由于黄先生所驾驶车辆投保
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其中商业
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 100 万元。
汤某家属遂将黄先生与保险公司一同诉

至法院，索赔120余万元，要求保险公
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
分由黄先生赔偿。

争议：是“车上人员”还是
“第三者”

在汤某家属看来，司机黄先生对事
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驾驶员应
该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而且只有事发
时车门存在安全隐患才会导致汤某从车
内跌落。

庭审中，黄先生称，自己所驾驶车
辆并不存在安全隐患，事故只可能是死
者主观故意造成，车辆行驶过程中，驾
驶员是不可能打开副驾驶车门的，副驾
驶车门是死者自己打开，安全带也是其
解开。

保险公司则辩称，不管是交强险还
是第三者责任险，都规定车上人员不属
理赔范围，事发时汤某属车上人员，事故
是因黄先生或者汤某故意行为导致，保
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汤某

家属认为，黄先生与死者精神均正常，死
者没有自杀，也没有黄先生谋杀的证据。

法院：驾驶员与受害者负同
等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事故起因于
汤某从黄先生车辆上跌落，而后与该车
右后侧碰撞后落地，最终被旁边车道正
常行驶的大货车碾压。上述过程中，虽
然受害人在起因阶段尚属车内人员，但
碰撞及碾压发生时其已在车外，因此应
视为车外人员，属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
合同约定的受害人和“第三者”。保险
公司虽称事故系故意行为导致，但并无
证据予以佐证，现有证据也不足以推断
该结论，因此该主张法院未予采纳。

关于本案交通事故各方的过错大
小。法院认为，黄先生在驾驶车辆整个
过程中对车辆是否处于安全驾驶状态都
应负有较高注意义务，受害人汤某在乘
车过程中也负有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
务，二者的疏忽是汤某跌落车外的原因
行为，也直接导致了后续碰撞、碾压。
因此，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同
等责任。

据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第三
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汤峥鸣）

高速路上乘客跌出车外身亡 跌落原因难查明
法院：司机与乘客负同等责任，家属获赔71万余元

本报南通7月13日电 在一起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上诉案件中，上
诉人经法官释明后，仍拒不提供任何
有效可供送达的地址。今天，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政府信息
公开案作出终审裁定，本案按上诉人
张某撤诉处理。

2016 年 6 月 17 日，原告张某向
被告通州国税局申请公开原通州市宾
馆装饰配套用品厂1994至1996年度
的减免、退税凭证资料信息，被告收到
原告的申请后，于7月27日给予原告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内
容为：您申请获取的原通州市宾馆装
饰配套用品厂1994至1996年度的减
免、退税凭证资料属于依申请公开信
息，经我局查找，您申请公开的上述信
息不存在。原告对这一答复不服，向
如皋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如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会计
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各种完税凭证
和缴、退库凭证的保管期限是 15
年，故被告经过查找后，确未查到原
告申请的信息，应当认为被告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尽到查找义务，故
答复称原告申请的信息不存在的理由
应予采信。同时，原告亦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原通州市宾馆装饰配套用品厂
在1994至1996年度已缴纳税款，故

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提供该厂减免、退
税凭证资料信息也缺乏事实根据，遂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向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受理该案后，南通中院依照上诉
人张某预留送达地址向其邮寄相关材
料被退回。承办法官经与上诉人张某
电话联系，其明确表示不在南通，也
不提供任何可供送达地址，对于相关
材料无法送达的情况其不予理会，由
法院自行处理。法院告知上诉人张某
拒不提供有效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
并将此依法记录在案。

因上诉人张某拒不提供有效送达
地址，法院向其邮寄传票等再次被退
回。

南通中院审理认为，上诉人张某
拒不提供准确送达地址，法院依照送
达地址确认书中所留地址向其邮寄材
料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诉人
张某拒不提供地址的行为导致受理通
知书、传票实际无法向其本人送达、
庭审无法展开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
拒绝法庭审理的表现，意味着其拒绝
法院的裁判，其行为效果等同于上诉
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可以按撤诉处理，遂裁定本案按上诉
人张某撤诉处理。

（顾梅红 古 林）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焦 波） 23年前做手术时纱
布遗留在腹中，直到 2016 年才检查出
来，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7月10日，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一
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认定由于客
观障碍导致当事人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
间内不能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应
当依法延长，依法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1993 年 11 月，代某到寿县寿春镇
中心卫生院九龙分院（原寿县九龙乡卫
生院） 做女结扎手术，术后经常腹痛，
多年来到多地医院住院治疗，仍不见好
转。2016年3月4日，代某到六安市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时，经检查：其4年前
行“脑动脉瘤”手术治疗，20 多年前
行“输卵管”结扎术，右下腹可见一陈
旧性结扎手术疤痕，破腹探查见右下腹
一直径约4.5厘米的肿物，行分离网膜

后行肿物＋部分回肠切除术，术后解剖
肿物见内容物似絮状棉纱样异物，病理
科对该腹腔包块诊断为：肠壁浆膜外异
物（纱布）。

2016 年 4 月 12 日，经司法鉴定，
代某回肠部分行切除术符合“道标”九
级伤残。后再经司法鉴定，寿春卫生院
九龙分院对代某的医疗行为存在违反腹
腔手术技术常规的过错；其过错与代某
腹腔纱布存留和剖腹探查+小肠部分切
除的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参与
度为100%。

2016年7月7日，代某向寿县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寿春卫生院九龙分
院等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99 万余
元。

寿春卫生院九龙分院等被告以该案
超过最长诉讼时效进行抗辩，认为代某
于1993年11月在原寿县九龙乡卫生院

做结扎手术，致纱布遗留腹腔，期间没
有证据证明代某向寿春卫生院九龙分院
主张权利，其损害事实应当从 1993 年
11月开始计算。而代某2016年7月7日
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超过 20
年。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某的诉讼
请求。代某向淮南中院提起上诉。

淮南中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一年诉讼时效期
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
延长的事由是要存在特殊情况，即不可
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其实质是为
了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
然，也不能随意延长，否则会与时效制
度维护社会关系的确定性的目的相违
背。当存在权利人由于客观障碍在法定
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特殊
情况时，诉讼时效期间即可以延长。代
某于1993年11月到原寿县九龙乡卫生

院做结扎手术，并非是作为一名病患到
卫生院就医治疗，其完全有理由相信作
为政府规划设置的卫生院具备完善的手
术条件，能够取得良好的手术效果，而
不可能预料到会有纱布遗留腹腔内的手
术后果。在此情况下，代某当时对其所
受伤害不可能会及时发现，当然也无法
得知其术后经常腹痛的后果是卫生院为
其做结扎手术时腹腔遗留纱布所致。代
某在伤害事实未曾被发现的情况下，客
观上无法及时主张权利。因此，此案的
情况应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即由
于客观障碍导致代某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内不能行使请求权，故本案诉讼时
效期间应当依法延长。

根据法院查明事实，代某于 2016
年3月4日到六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时，经检查发现了腹腔内存有纱布。此
时，代某才发现伤害事实的存在。在经
检查确诊后，代某于2016年7月7日向
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时主张自己
的合法权利。因此，代某提起诉讼，未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淮南中院终审判决寿县寿春镇中心
卫生院九龙分院赔偿代某各项损失合计
23.6万余元。

本报商丘 7月 13 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陈金华）今天，河南
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
人李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一审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李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 年 11 月
10 日，虞城县法院作出民事判决，
判决李某返还刘某彩礼款 43800 元。
判决生效后，李某未履行。后刘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虞城县法院查封了李某微型货卡一
辆，李某在法院向其下达交车通知后

拒不交付该车辆，后又将该车转卖给
王某。虞城县法院以李某涉嫌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将该案移送公安
局机关立案侦查，李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犯罪事实，并清偿了全部债
务，取得了申请人执行人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对已
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
的车辆，并将车辆转卖给他人，其行
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
于李某与申请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并全部履行了义务，酌情从轻处罚。

23年后才发现手术纱布遗留腹中 维权终获支持
淮南中院认定诉讼时效依法延长

上诉人拒不提供有效送达地址
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

河南虞城一被执行人转卖查封财产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赵 云 林鲜光）7月11日，浙江
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对一起微信开设赌
场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共有 15 人，两
个涉案微信群共抽头400余万元。

季某、陈某、郑某和莫某都是温
岭人。2016年6月，季某等人商议，
建了一个名为“水立方”的赌博微信
群。群里分工明确，如管理、财务、
代包手、排庄员和“机器人”等。

赌博方式为“牛牛”。股东和管理
把赌博人拉到群里，参与赌博的人先
把赌资通过支付宝、银行卡转账、微信
支付的方式转给财务。做庄的话，转
给财务的钱至少要3000元。接着，排
庄员开始标庄，谁标得高就由谁做庄。

赌博人在群里发数字，1 就是 1
元，一般一两分钟就停止押注了。“机
器人”统计押注的人，核对数据。代包
手在群里发相对应的红包，平均每个
人 2 元，10 个人就发 20.2 元，多出 0.2
元是为了防止他人作弊。赌博人开始
抢红包，25 秒内抢完，超时的人就算
输了。抢得的红包，尾数的分就是牛
儿，牛几就翻几倍，遇到牛牛、三连数、
顺子和整元的情况，翻的倍数更高。

这个群非常热闹，每天中午 12
时开始，一直赌到第二天凌晨 1 时。
每把起码向庄家收取150元，如果庄
家赢，还要收取5%的抽头。群里的
人“工资”很高，如财务是 80 元每
小时，管理每天 1000 元到 1200 元，

“机器人”每天3000元。
据检方指控，该群平均每天抽头

获利3万元，共获利270余万元。
面对暴利，季某等人停不下来。

2016 年 10 月 3 日，季某和弟弟等人
又建立了名为“联合几号”的微信赌
博群，赌博形式和运作模式与“水立
方”群一样。季某说，两个群的股东
和财务不一样，但目的都是抽头获
利。至同年10月28日，“联合几号”
群共抽头获利159余万元。

2016年10月28日，警方捣毁了
这个微信赌博群，涉案 12 人被抓获
归案，1人主动投案。另两名涉案人
员陆续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季某等15人以
营利为目的，与人结伙，开设赌场，情
节严重，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5人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至六年不等，
并处罚金6000元到130万元不等。

利用微信群进行赌博活动
15名被告人被判开设赌场罪领刑获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