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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6日（总第7118期）

王致富：本院受理原告孙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0303民初6022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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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王玉英：本院申请执行王玉英罚金纠纷一案，伊春市乌马河
区人民法院（2016）黑 0711刑初 10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0711执65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伊春市乌马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海曙博亿紧固件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 ，出票日期 2017 年 1月 13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7月13日，出票人浙江宝宇缝纫机有限公司，付款行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路桥城北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100000元，收款人
宁波市鄞州恒新缝制机械有限公司，后背书转让给申请人）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
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诸暨市二丰机电设备经营部因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

银行余杭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票号40200051/29749312，
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杭州赛微电机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州
南浔瑜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8年1月21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安市明宇电机配件有限公司因浙江杭州余杭农村
商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25758602，
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杭州科凡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瑞安市
明宇电机配件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7年7月17日。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因其银行转账支票一张
遗失（票据号码 1050333004320826，票面金额捌仟元整，出票日
期2017年7月25日，到期日期2017年8月3日，出票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收款人杭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资金专户，付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市盈丰纸业有限公司因号码为 10400052/
28487979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1日，汇票到
期日：2017年 6月 21日，出票人：重庆宗申汽车进气系统制造有
限公司；收款人：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30000.00元；付款银行：中国银行重庆巴南支行营业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华彩印刷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面号码为 4020005128167791、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2月 22
日、到期日为 2017年 6月22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
票人为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集支行，收款人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府谷县轩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因出票人张掖市三益化工
外贸有限公司出具的一张票号为31300052 28100748的200000元汇
票（出票日期：2017年6月26日；出票人：张掖市三益化工外贸有限公
司；出票人账号：102252000098560；付款行：兰州银行金昌金川支行；
出票金额：200000元；汇票到期日：2017年12月26日；承兑汇票协议编
号：兰银承字第102072017000047号；收款及背书转让人：陕县川源矿
产品购销有限公司；收款人账户：00000105251090929012；收款人开
户行：陕县农村信用社观音堂信用社；被背书人：府谷县轩隆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甘肃]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桥头辉旺灯饰店遗失广发银行东莞新城支行
支票 1张，票据号码为 3060443016252095，出票人为深圳市君鹏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年 7月 20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收款人为东莞市桥头辉旺灯饰店，出票银行为广发银
行东莞新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没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 请 人烟台聚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30800053 96967718、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平原滤
清器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年 2月8日、收款人为新乡市原
隆航空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8月8日、持票人为申
请人、付款行为招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商丘颖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200053 26271349、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中国电建
集团河南工程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收款人为河南
汇龙电力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7月20日、持票人为申
请人、付款行为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账务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平原兴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太仓民生村镇银行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平原兴业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0500053/25662761、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太仓同益
化纤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太仓同益纸制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8月2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2月23日、该汇票由收款
人背书给济南欣易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后又转给德州泰鼎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最后汇票持有人为平原兴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川秦建材经营部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川
秦建材经营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140005128937629，出票人为常熟市元鸿织布厂，收款人为泰州
布艺佳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上海川秦建材经营部，出票行为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1月 22日，汇票到
期日为2017年5月22日，票面金额为100000元)一份。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营口龙辰矿山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面
号码为31300052-22749702，出票人为营口龙辰矿山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付款银行为阜新银行营口分行，立即停止支付，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铁岭鸿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31000051 25637982，
面额人民币10,000元，出票人沈阳精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
铁岭鸿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浦发沈阳分行营业部，出票
日期2017年5月26日，到期日2017年11月26日。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2月11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邢台市车桥密封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阜新银行太平支

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
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邢台市车桥密封件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130005229107330号承兑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5月19日，出票人
阜新亚兴布业有限公司，持票人邢台市车桥密封件有限公司，背
书人阜新新益达农工科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11月18
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辽宁]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国药集团临汾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国药集
团临汾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凭证：中国光大银行票据清
算中心汇票号码为30300051/23540100，票面金额为76290元，出
票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8月15日，出票
人为国药集团临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福康源药业集团长治
市恒聚医药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年8月10日起至2017年10月10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凭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凭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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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北京首例涉及私人影院侵
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系列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暴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暴风新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私影科技有限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
况下，通过其共同经营的 BFC 超感影
音体验中心局域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微微一
笑很倾城》《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 3部电影，3起案件需赔偿原告北
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共计52万余元。

原告爱奇艺公司起诉称，其依法拥
有3部涉案影视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
播权，三被告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
在其运营的平台上传播涉案影视作品，
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爱奇艺公司
提起3起诉讼，每案主张30万元经济损
失及合理支出，三案共索赔90万元。

被告暴风集团公司认为，其不是适
格被告，并不提供观影场地，也不提供
涉案影视作品的内容，并且不参与实际
的经营，更不参与最终的利润分配，且
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过高，
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暴风新影公司认为，其媒体资
源库没有涉案影视作品，其为消费者提
供场地服务，允许消费者提供自己的片

源进行播放，可能在播放后服务器自动
存储了他们提供的影片，且原告主张的
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过高，暴风新影公
司提供的观影服务只是服务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提供场地这种增值服务，通过
播放影片获利也是有限的，请法庭酌情
予以裁量。

被告北京私影公司辩称，其是北京
暴风新影科技有限公司直营店，仅提供
收款服务，并不是门店的实际经营者，
故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石景山区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的
争议焦点在于：一、三被告是否实施了
原告爱奇艺公司所诉的侵权行为；二、
若认定涉案行为构成侵权，赔偿数额如
何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认定
BFC 超感影音体验中心未经授权或许
可通过其局域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涉案
影视作品，侵犯了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应由该中心的经营主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关于被告暴风新影公司抗
辩称其媒体资源库没有涉案影视作品，
可能是消费者在播放其自带片源后服务
器自动存储了相关影片的主张，与原告
爱奇艺公司公证证明的使用被告提供的
平板电脑进行选片的事实不符，且即使
暴风新影公司所述为事实，亦不能改变
其非法在线提供涉案影视作品播放服务

的行为性质，故对被告暴风新影公司上
述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虽然被告暴风集团公司、北京私影
公司均否认参与体验中心的实际经营，
但根据爱奇艺公司提交的两份公证书，
可以确认暴风集团公司经营的网站中有
关于“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产
品包括 BFC 品牌连锁私人影院……”
的介绍，并宣称其已在全国拥有 10 家
BFC 超感影音体验中心直营店，点击
暴风集团公司网站下方的“BFC”，即
可进入暴风新影公司经营的网站，该网
站中有关于 BFC 超感影音体验中心的
介绍，并称该中心“是暴风影音面向追
求极致感官体验的观影人群推出的高端
品牌”。

综合以上事实，且在暴风集团公司
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确认暴
风集团公司是 BFC 超感影音体验中心
的经营者。此外，根据爱奇艺公司提交
的公证书和购买观影服务的发票，可以
确认收款方为北京私影公司，在无其他
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北京私影公
司是 BFC 超感影音体验中心的实际经
营者。综上，三被告作为 BFC 超感影
音体验中心的经营者，其主体适格，应
当就共同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
法律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赔偿数额
的认定问题。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被
告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的
情况下，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以
下因素酌定赔偿数额：1.根据原告爱奇
艺公司提交的国家版权局 2016 年第三
批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及当事人当庭
陈述，可证实涉案影视作品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商业价值；2.涉案影视作品上
线时间与爱奇艺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公证涉案侵权行为的时间间隔不长，
虽已超出热播期但仍属较新的影片，涉
案侵权行为将给原告带来较大的经济损
失；3.三被告提供观影服务的消费金额
较高，即观影4次需要999元，应推定
其通过实施侵权行为违法获利数额较
大。最终法院判决三被告每案赔偿爱奇
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三案共计
52万余元。

目前暴风集团公司已经提出上诉。
私人影院是作为新兴产业，针对的

是高端消费人群，虽然具有一定的私密
性，但仍要注意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无论是允许消费者自行携带片源，还是
私人影院提供影片，都要取得权利人的
授权或许可。否则一旦构成侵权，就要
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郑天晓）

未经许可向公众播放热门电影被判侵权
北京首例私人影院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审结

本报讯 广东梅州一赌博团伙利用
互联网开设六合彩赌场，在不到3个月
时间内吸收了赌资逾3亿元。近日，广
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起案
件。

2015年7月，原本从事私人放贷的
姚某和张某、苏某（另案处理）经商谋
后，决定利用手中的客户资源，合股开
设网络赌博平台进行六合彩赌博活动。
其 中 ， 姚 某 占 股 4.8% 、 张 某 占 股
2.2%、苏某占股 3%，剩余 90%股份则
分给其他下线赌博人员。张某通过向深
圳一家科技公司租赁服务器并雇请技术

人员许某先后创建了万达、财富和好彩
等十几个六合彩赌博网站，且由许某负
责对上述赌博网站进行维护。

赌博网站建好后，仅靠几个股东运
营行不通。为此，姚某、张某两人还分
别雇请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忙”。其
中，姚某雇请自己的外甥姚某某及黄
某 （另案处理） 进行网站管理，并且
动员自己的老婆王某协助其管理赌博
账目。张某雇请凌某利用公用赌博网
站共用管理账号对上述赌博网站进行
管理及对账、转账等，姚某将其 4.8%
股份中的 0.8%股平均分给姚某某及黄

某。同时，张某和苏某负责发展下线
大股东马某、梁某 （均另案处理） 等
人，马某、梁某等人发展股东、总代
理、代理、会员等下线赌博人员。另
外，王某也在知道他们开设赌博网站
进行六合彩赌博的情况下，应姚某的
要求，为其转账12次共计353.5万元给
姚某用于赌博结算。

根据从赌博网站后台截取的赌博数
据显示：下注金额少则几十数百，多则
几千上万，每期的投注额为20万到100
万元不等。在这一犯罪团伙使用的电
脑、手机中，类似这样的资金投注，钱

额往来不计其数。公司报表中，累计的
投注金额更是看得人眼花缭乱，位数多
的得掰手指才能数清。2016 年 9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上述赌博网站
的投注额为3.35亿余元。根据从被告人
凌某处扣押的手提电脑中截取的赌博结
算数据显示：2016 年 2 月 29 日至 2017
年1月15日，姚某、张某等人开设的万
达、财富、诺亚方舟、金灿赌博网站共
盈利51.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姚某、张
某、姚某某、凌某、许某和王某的行为
均构成开设赌场罪，应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各被告人在犯
罪中所起作用大小、犯罪情节、认罪
表现等情况，以开设赌场罪判处姚某
等 6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五年不
等，并处罚金5000元至30万元不等。

（黄义涛 黄胜波）

不到四个月“吸金”超3亿
法院判处六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浙江永嘉人林某向银行
贷款 10 万元并为自己向保险公司购
买意外伤害险，指定银行为受益人。
一个月后，林某发生意外不幸离世，
林某家人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理
赔。近日，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受
理该起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双方当事人经调解后，自愿达成协
议，由保险公司向银行支付保险金
6.5万元。

今年1月9日，现年55岁的林某
向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塘支行 （以下简称永嘉农商银
行） 申请个人保证借款 10 万元，同

日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购 买 了 《安 贷 宝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B
款）》。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期限自2017
年1月10日零时起至2018年1月8日二
十四时止；保险金额为壹拾万元整；保
险金第一受益人为永嘉农商银行，第二
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保险责任第
（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遭
受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
致身故，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
的保险责任终止。

2月11日早上7点多，林某和往常
一样，前往村里的寺庙上香。走到寺庙
门口的台阶和石狮子处时，由于天气寒
冷地面霜未退去，导致台阶处路面湿
滑，林某不慎摔倒，顿时磕掉两个门
牙，满嘴是血。随后，林某被送往永嘉

的一家医院抢救，医院认为其伤势过重
建议直接送往温州抢救。同日林某被送
往温州的一家医院抢救，经医院诊断为
脑出血、蛛血、多发腔梗、脑梗塞、左
大脑前动脉狭窄、双侧颈内动脉钙化伴
轻度狭窄、高血压，同日进行“左侧开
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林某
深度昏迷，医生认为病情严重，继续救
治下去成功希望渺茫，后经家属商量决
定自动出院。次日，林某在家中死亡。

原告叶某系林某的妻子，原告小林
系林某和叶某的儿子。林某死亡后第二
天，原告即通知保险公司要求赔偿。2
月 21 日，原告将理赔材料交给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在收到理赔材料后约 20
余天后通知两原告称林某系自身疾病死
亡只能赔付1万元，原告不同意按保险
合同约定理赔，保险公司在数日后又通
知原告同意将理赔款增至1.5万元。因
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起诉至永嘉法院，

要求判令保险公司向第三人永嘉农商
银行支付保险款10万元。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被保险人与
被告签订的是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
该保险有别于人寿险、健康险、疾病
险，该险种约定被保险人直接受到意
外伤害才承担保险责任，而本案被保
险人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不在被
告的承保范围内，被告不承担保险责
任，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与林某签订
的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林某死亡后原告即通知被告，在现场有
两名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被告一直没有
进行调查取证，仅凭一份医院出院记录
及死亡证明就认定林某系因自身疾病
死亡，显然错误。且该出院记录也没有
写明林某系高血压导致脑出血死亡，摔
倒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且林某摔倒的
时候有两名目击证人，足以证明林某系
摔倒后导致脑出血死亡。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
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被
告保险公司同意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
前向第三人永嘉农商银行支付保险金
6.5万元。 （胡聪颖）

贷款投保不幸身亡 保险公司如何买单
经调解保单第一受益人获赔 6.5 万

本报讯 张先生为儿子小哲报名
参加课外辅导班，并与培训机构签订
了《辅导协议》。辅导课程过半，张
先生要求培训机构按照《辅导协议》
赠送课时，培训机构却矢口否认曾作
出赠送课时的承诺。为此，张先生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辅导协议》，并
要求培训机构退还未赠送课时的辅导
费。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此案，法院判决培训机构退还张
先生辅导费3575.75元。

张先生诉称，其与培训机构签订
《辅导协议》，约定合同期间培训机构
向小哲提供“教师一对一面授”课程
辅导，辅导课时为 50 个小时，赠送
16个小时，共计66个小时，辅导费
用共计1.4万余元。张先生全额交纳
了学费，在小哲上完 48 课时后，培
训机构不承认曾经赠送 16 课时，并
拒绝履行。现张先生称其对培训机构
已经不再信任，要求解除合同，退还
剩余16课时的辅导费。

庭审中，培训机构辩称，同意解
除合同，小哲已上了 48 课时，其机
构同意退还张先生剩余2个课时的辅
导费。但是其机构并未承诺赠送 16
课时，因此不同意退还 16 课时的辅
导费。

经查，张先生所持《辅导协议》第
二条“辅导内容”的下划线上手写“标
准教师一对一 赠送16小时”字样，其
后“共计”的下划线上手写“50”字样，
在“50”的右上方手写“+16”字样。培
训机构不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并
提交其公司保管的《辅导协议》为证，
该协议第二条仅写明“标准教师一对
一”共计“50”个小时。张先生不认
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经询问，双方
均认可合同条款中的手写部分由培训
机构的员工填写，但培训机构不认可
张先生所持合同文本中“赠送 16 小

时”及“+16”系其员工填写。经释
明，培训机构未向法庭提交反证，亦
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先生合同中
增加的赠送课时的相关内容，形式上
与合同条款中的其他字体相仿，由于
相应内容由培训机构员工填写，培训
机构有能力且便于提交反证，但是其
未提交反证亦不申请鉴定，则应对张
先生出示的合同文本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张先生与培训机构签
订的《辅导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
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庭审中，双
方均同意解除协议。

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
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
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
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
赔偿损失。现已查明，双方约定的辅
导内容为“标准教师一对一，赠送
16 小时”，共计“50+16”小时，考
虑到培训机构是服务提供者，张先生
是消费者，而市场中普遍存在以“赠
送”方式向消费者让利促销的做法，
应认定培训机构已承诺收取相应辅导
费后向张先生提供 66 学时的辅导课
程，即作出了以打折后的优惠标准计
收辅导费的承诺。

虽然双方在费用标准及费用变更
条款中均约定张先生所付费用为 50
学时的费用，但相应合同为培训机构
提供的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和非格式
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
款，则应认定张先生交纳的14750元
系 66 学时的对价。故张先生请求按
照总学时66学时计算，退还剩余16
学时的辅导费，具备事实及法律依
据，法院予以支持，遂作出上述判
决。 （海 宣）

拒赠课时出尔反尔

北京某培训机构被判退还相应辅导费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苍 轩）一场车祸，让死者家属
意外又悲痛，向法院起诉赔偿，却发
现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经过执行法官的努力，发现被执
行人在保险公司拥有一份储蓄性质
的人寿保险。日前，保险公司终于
将保单的现金价值 5 万余元，汇至
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
户。这是该院首次成功强制执行人寿
保单现金价值。

2016 年 5 月 29 日，陈某驾驶一
辆制动性能很差的无号牌三轮轻便摩
托车，在苍南县龙港镇的世纪大道上
行驶，而驾驶座的左侧乘坐着杨某。
当天4时20分，陈某没有注意到路面
情况，迎面撞上了停在路上的一辆重
型自卸货车车尾，事故造成陈某受
伤、杨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

后交警调查发现，重型自卸货车
由曾某驾驶停靠在路边，但曾某仅持
有C1 （准驾小型汽车） 机动车驾驶
证。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事故的
主要责任，曾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
任，死者杨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
发生后，死者杨某的家属向法院提起
了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陈某、曾
某分别应赔偿杨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
16.9 万余元、8.5 万余元。判决生效
后，二人未主动履行赔偿，杨某家属
于今年4月底向苍南法院申请对该二
人进行强制执行。

在办理被执行人陈某一案中，由
于其所在地在重庆市，无形中加大了
案件执行的难度。执行法官经网上查

控系统查控、委托当地法院查询、询
问当事人等方式调查后发现，被执行
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执行法
官经询问得知，陈某此前曾租住在苍
南龙港镇某地，于是立即前往该租住
处进行依法搜查，搜查过程中意外发
现，陈某有两份在富德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保的“生
命财富宝一号年金保险”保险单。

5月25日，苍南法院的执行法官
委托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要求保险公司协助办
理退保、执行等事项，但文书送达给
保险公司后，却杳无音讯。

考虑到该案属涉民生案件，死者
家属遭受重大精神打击且家庭经济困
难，7月5日，苍南法院执行局指派
两名执行人员，专程赶赴重庆市开展
执行工作，要求保险公司协助办理退
保手续，核算被执行人陈某可获得的
保单的现金价值或可退的保险费。

然而保险公司于7月19日向该院
提出执行异议，表示不予协助办理，
理由是人身保险金是具有人格属性的
专属债权，不能因投保人的债权债务
纠纷被强制执行。

苍南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投保有
效期内未发生保险事故，保单的现金
价值应归投保人即被执行人所有，苍
南法院有权强制执行，故于8月8日
驳回了异议申请人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异
议。保险公司于8月24日将上述保单
的现金价值5万余元汇至苍南法院执
行款专户。

浙江法院成功强制执行保单现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