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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25日（总第7106期）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胜玲：本院受理的雨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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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朋云：原告深圳市优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彭海涛、
傅红霞、王朋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1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彭海涛、傅红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
优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473000元；二、驳回原告深
圳市优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原告深圳市优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彭海
涛、傅红霞返还公证费 9772 元。本诉受理费 8536.5 元、保全费
2932.18元，由被告彭海涛、傅红霞负担 11244.37元，由原告负担
224.31元。反诉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四份，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叶国花、叶国兴、何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林炫宇与被告叶国

花、叶国兴、何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6）粤1302民初891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杨国锋（峰）：本院受理历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0224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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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束安龙：本院受理原告吴江市福联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0509
民初 32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震泽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俞兰、朱小明、吴江市灵渝织造厂、吴江市鹏岱纺织有限公

司：本院审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与被告俞兰、
朱小明、吴江市灵渝织造厂、吴江市鹏岱纺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
0509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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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正大博客纺织有限公司：本院爱理原告苏州市华元

化工有限公司与嘉兴市正大博客纺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
0509 民初 37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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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吴江市恒迪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吴江市易烨纺织

有限公司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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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苏0509民初10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盛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产生
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陈绍武：本院受理原告苏州市新潮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绍武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苏0509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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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宋东辉：本院受理李怡锋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内 0429民初 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内蒙古]宁城县人民法院

王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思彼恩营销策划（上海）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颖关于公司决议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法
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有祥

诉被告苏州市日月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云南大通洱海国
际度假地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云 2901民初 345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大理市人民法院

徐华、黄昌斌：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
重庆融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华、黄昌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罗能忠：本院受理原告刘发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刘发金不服本院作出的（2017）渝0153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书，
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乔秀波：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星乐华谱图文设计有限公司诉你
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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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以你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要求终止2012年11月19
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要求你将车牌号为京QM9500的车辆办理
出户手续、支付原告19000元（包括违约金、管理费、营运证）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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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宋利峰：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星乐华谱图文设计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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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陈琴心：本院受理申诉人陈德心、陈锦心与被申诉人陈直
心、一审原告陈恒心、陈冰心、陈石心、陈莹心、陈愉心、你继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民再135号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高检民监[2016]134号民事抗诉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华纳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刚：本院受理上

诉人桂丽霞与被上诉人俊华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安徽国
开置业有限公司、华纳汇盈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华纳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民终638号应诉通知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郑州）领取，逾期不领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11月8日上午9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
四巡回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趣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趣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北京盛世昌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盛世昌达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晔亮与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
求副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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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金润商贸有限公司、陈爱和、华云：本院受理原告拉
赫兰顿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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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7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西漕
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梅法洋：本院受理原告冯丽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状
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沛县人民法院
熊健：本院受理原告黄汉民诉被告你、周大明、陈远刚、南京艺

林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20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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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沂8月24日电 （记者 闫
继勇）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杜天禹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4 月初，
被告人杜天禹利用网络漏洞工具，通过
植入木马的方式，非法侵入山东省
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
台网站，取得该网站管理权限，非法获
取2016年山东省高考考生个人信息64
万余条。后杜天禹通过腾讯QQ、支付
宝向陈文辉（另案处理）出售上述信息
10万余条，获利14100元。陈文辉通过
其向杜天禹购得的上述信息，组织多人
实施电信诈骗活动，拨打诈骗电话1万

余次，骗取他人钱款共计 20 余万元，
并造成高考考生徐玉玉死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充分保障
了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公诉人当庭出
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
发表了辩解、辩护意见。被告人杜天禹
当庭自愿认罪。经过法庭调查、辩论、
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合
议庭经评议，并报该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当庭进行了宣判，认定被告人杜天
禹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对违
法所得和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
国库。

图为庭审现场。 杜宁宁 摄

出售高考考生个人信息10万余条

涉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黑客”获刑六年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纠纷案。因仲裁庭组成方式违反当事
人仲裁条款之约定，上海一中院根据

《纽约公约》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审查
认定后，对该外国仲裁裁决作出不予承
认和执行的裁定。据了解，裁定不予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上海市法院尚
述首次。

2014 年 10 月 29 日，来宝公司作为
卖方与信泰公司作为买方通过电子邮件
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约定由来宝
公司销售铁矿石给信泰公司。合同还约
定以引述方式根据《globalORE 标准铁
矿石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标准协议》）
版本 L2.4 第二部分的条款和条件出售
并交付铁矿石。该《标准协议》明确规定，
双方因交易、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和索
赔等，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仲
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由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
议，2015 年 1 月 14 日，来宝公司以信
泰公司未接受其就铁矿石CFR 交货所
做的承运船舶指定及未按照《铁矿石买
卖合同》 要求开立信用证支付货款为
由，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
请，主张信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
信泰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来宝公司
同时申请仲裁程序按照快速程序进行。

2015 年 1 月 16 日，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致函来宝公司和信泰公司，通知
双方缴纳仲裁预付款，同时致函信泰公
司，要求其对来宝公司提出的快速程序
申请提出意见，并告知信泰公司，仲裁
中心主席将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理由
决定是否按照快速程序进行仲裁。

2015 年 1 月 29 日，信泰公司致函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示本案所涉合
同不是孤立的案件，其与来宝公司还有
四个合同，双方既往存在纠纷，要求一
并审议。信泰公司同时表示，案件较为
复杂，其不同意来宝公司关于快速程序
的提议，并要求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组
成三人仲裁庭。同年2月5日、2月6日
信泰公司再次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
心，表示不同意快速程序申请，要求由
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然而，2015 年 2 月 17 日，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通知双方当事人，该中心
主席已经批准了来宝公司关于快速程序
的申请，决定对该案根据快速程序由独
任仲裁员仲裁。

2015 年 2 月 27 日，信泰公司再次
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再次表明其
反对简易程序和独任仲裁，要求组成三
人仲裁庭。信泰公司还表示，如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忽略其提议，其拒绝接受
该中心的仲裁。

2015 年 4 月 20 日，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依据其 2013 年版仲裁规则，以
双方当事人未就快速程序下独任仲裁员
人选达成合意为由，指定独任仲裁员审
理该案。信泰公司缺席该案的审理。

2015 年 8 月，仲裁庭作出最终裁
决，支持来宝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即
信泰公司应向来宝公司支付违约赔偿美
元160.31万元、相应利息、仲裁费以及
来宝公司发生的法律费用。

上述裁决作出后，信泰公司未履行
该裁决项下的义务。2016年2月，来宝
公司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承认并执行新加
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裁决。

上海一中院认为，我国和新加坡均
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故本案仲裁裁决
的承认和执行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
定。本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条
款约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且信泰
公司明确反对独任仲裁的情况下，仍采
取独任仲裁，违反了仲裁条款的约定。综
上，上海一中院根据《纽约公约》及民诉
法相关规定，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涉案
仲裁裁决。 （余 凤）

因仲裁庭组成方式违反仲裁条款约定

上海一中院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一外国仲裁裁决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李松荣） 在拖欠36名工人56万
元工资的情况下，包工头以借钱为名
离开本地，随后更换手机号码，失联近
半年时间。日前，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人民法院对这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公开宣判，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4 月，
李某以包清工的方式，承包了厦门一
建设项目中玻璃幕墙分项安装工程，
承包总价为260万元，该工程由鸿运
建设公司所分包。2016年8月，因李
某班组无法完成工程进度，鸿运建设
公司要求其退场。李某认为公司支付
的承办款不足，希望增加支付工程
款，双方未达成一致。当时，鸿运建
设公司已按进度支付李某承包款198
万余元，但李某将获得的工程款挪作
他用，未及时支付工人工资。

同年8月19日，李某招募的曾某
等 36 名工人，因未按时足额拿到劳
动报酬，开始向鸿运建设公司讨要工
资。事发后，劳动部门组织公司和工
人多次协商，于8月25日要求李某支

付工人工资 56 万元，其中鸿运建设
公司方面支付30万元，剩下的26万
元由李某负责。第二天，李某以借钱
为名离开厦门市，并更换手机号码，
断绝联系。李某班组工人则持工资表
要求鸿运建设公司予以支付，该表由
李某于25日签名，工资总额为56万
元。8月29日，劳动部门开具《限期
整改指令书》，责令鸿运建设公司及
包工头李某于当月 30 日前发放员工
工资。因当时李某已无法联系，在劳
动部门监督下，鸿运建设公司于8月
30日垫付了李某班组工人工资56万
元。劳动部门认为，李某符合“以转
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今年 2 月，李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 36 名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达 56 万元，数额较大，
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
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拖欠56万工资玩失联 包工头被判刑一年半

扰乱法庭秩序导致庭审无法继续

南京一原告滥用诉权被按撤诉处理

本报南通8月24日电 车主周某
在投保车辆新老更替的“空白期”内驾
车撞伤了徐某，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尚
未正式生效为由拒绝赔付。今天，江苏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交通事故
保险合同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
徐某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合计
21212.66元。

2016 年 1 月 21 日，车主周某前往
保险公司为自己的一辆小轿车办理将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到期的交强险及商业
险相关手续。同日，保险公司向周某出
具保险费发票两份及保险单两份，载明
交强险所缴日期及保险期间为2016年2
月26日至2017年2月25日；商业险所
缴日期及保险期间亦为 2016 年 2 月 26
日至2017年2月25日。

2016 年 1 月 28 日，周某驾驶小轿
车和徐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徐某受伤，两车受损。经公安交巡
警大队认定，周某负主要责任，徐某负
次要责任。

徐某在康复出院后，多次索赔无
果，遂将周某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如
皋市人民法院，请求赔付医疗费、护理
费、误工费等合计2万余元。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
时，案涉车辆尚未承保任何保险，故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如皋法院审理认为，投保人于上一

年度交强险到期日即 2016 年 1 月 27 日
前数日即前往保险公司投保并交纳了保
险费，保险公司亦于当日出具保险费发
票及保险单，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应
于当日即告成立。案涉车辆上一年度交
强险到期日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而保
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却从 2016 年 2 月

26 日方开始起算，保险公司作为专业
保险机构，对于交强险长达一个月的

“空白期”的潜在风险及法律后果应属
明知。考虑到交强险的与商业险的区
别，特别是交强险所具有的强制性决定
了其是法定承保义务，保险公司应举证
证明其对于延期一个月承保交强险的后
果，已向投保人尽到详尽告知义务。现
其未能充分举证，故保险公司在本案中
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因保险公司对赔偿的计算标准不持异
议，遂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
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1212.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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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梅红 古 林）

“空白期”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能否免赔？
法院：保险公司未尽提示义务应赔偿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曹璐介绍说，为
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的基本赔偿，交强险通过国家法规强
制车主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这种强制
性不仅体现在强制投保上，也体现在强
制承保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 规定，凡是在我国境内行
驶的机动车辆都应依法购买交强险，
否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
动车，并依照规定处投保最低责任限

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即机动
车的所有人有法定投保交强险的义
务。同时，该条例还规定，投保人在
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
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
拖延承保。保监会应当将具备从事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
的保险公司向社会公示。即经保监会核
准的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有法定的承

保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以格式条款
的形式约定保险期间从一个月后才开始
起算即属于拖延承保的一种典型表现形
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害人获得
充分赔偿的风险，故应当在交强险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

曹璐说，交强险的特殊性在于强制
性和公益性，根本上不同于商业险。本
案中，保险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26 日起
至 2017 年 2 月 25 日止的约定，该条款
约定实质上形成了对保险人一定责任的
免除，又系格式条款约定，因此保险公
司应当尽到提醒义务，保险公司没有充
分举证证明其已尽到提醒的义务，该免
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
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交强险是保险公司的法定承保义务

本报讯 （记者 赵兴武 通讯
员 陈 薛 佳 娃 周 阳） 近日，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公布一起典型行政
案件。原告童某提起行政诉讼，却拒
绝在法庭上举证，并扰乱庭审秩序。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按
撤诉处理。

原告童某因不服南京市公安局鼓
楼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南京
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南京市人
民政府复议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童
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
2016年4月，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庭审中，童某责问合议庭是否向
行政机关负责人发送出庭应诉通知
书，并要求被告向其出示组织机构
代码证，质疑被告出庭人员身份
等。审判长向其一一释明，并劝告
其遵从法庭指挥，尽快陈述自己的
诉讼主张，听取对方的答辩意见。
童某以审判长打压原告发言为由，
要求审判长回避对本案的审理。南京
铁路运输法院院长经审查后予以驳

回。童某不服该决定，申请复议，南
京铁路运输法院院长经复议后维持原
决定。继续开庭后，童某再次责问合
议庭是否向行政机关负责人发送出庭
应诉通知书，质疑被告市政府出庭人
员身份。审判长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问题再次向其释明，并且请两被告
出庭人员进行自我介绍，充分保障了
童某的诉讼权利。

在此过程中，童某情绪异常激
动，再次要求审判长回避，指责审判
长不公，并无视审判长的指令，擅自
离开当事人席位前往旁听席，引发旁
听人员骚动，严重干扰了法庭秩序。

法院经审理认为，任何当事人都
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
序，在庭审中听从审判长的统一指
挥，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不利
的后果。童某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
拒绝法庭审理的表现，意味着其以明
示方式拒绝法院裁判，主动放弃自己
的诉讼权利，行为效果等同于未经法
庭许可自动退庭，可以按撤诉处理。
故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射杀十二只林麝 宁夏两男子被判刑
新华社银川8月24日电 （记者

张 亮）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泾源县人民法院获悉，泾源县两男
子因猎杀 12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
麝，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和六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10 月
20 日，宁夏泾源县农民兰升某携带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麝香包，在
甘肃省会宁高速服务区被固原市公安
局六盘山森林分局民警当场抓获，并
从其随身携带的深灰色外套棉衣口袋
内搜出麝香毛包 11 个，麝香粉末 1
包。

后经侦查机关查证，兰升某于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多次非法
猎捕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林麝，
再用刀片割下林麝腹脐部位获取麝香

包。至案发兰升某共捕杀林麝8 只，
获取麝香包8个。

2016 年 11 月 2 日，宁夏泾源县
农民兰银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林麝，获取4 个麝香毛包，
后被固原市公安局六盘山森林分局民
警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两人均已构成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依法判处兰升某有期徒刑十
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
兰银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2万元。

据了解，林麝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因雄性林麝分泌的麝香具有
较高药用价值，人为猎杀林麝现象突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