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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8日（总第7120期）

本院根据深圳市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7年 8月 9日裁定受理深圳市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中天正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深圳
市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年 10月 11日前向
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
场 A 座 47 楼；邮编：518000；联系人：柒小妮；联系电话：0755-
82940081；传真：8290131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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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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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万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 [广东]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本院分别于2017年7月18日、8月28日裁定受理日照阿掖山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及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合丰铝塑复合膜
有限公司、日照明珠食品有限公司、日照嘉禾利丰粮油有限公司、山
东海当家食品有限公司、日照市岚山利柱冷藏厂破产重整案，指定
山东华信产权流动破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上述七家企
业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个月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观海路389号山东阿掖山集团；联系电话：
0633-223519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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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家企业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7年12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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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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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当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山东]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2017年2月6日，本院根据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储运部的申请
裁定受理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储运部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破产人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储
运部裁定宣告破产后，管理人依法对破产人进行了清算。经清算确
认破产人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并对破产清算进行了审
计，已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序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裁定终结天
津市第二轻工业局储运部破产程序。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金道的申请于2017年8月25日裁定受理衢州市
衢江区全旺镇罗塘岗新型建材厂（以下简称罗塘岗建材厂）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 8月 25日指定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罗塘岗建材厂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10月 13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狮桥街
1号浦发银行大楼七楼，邮编 324000，联系电话：0570-3672225，
联系人：单利星）申报债权，申报文件可进入公共邮箱（地址：lt⁃
gxxjcc@163.com,密码：abc123）下载。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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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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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塘岗建材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罗塘岗建材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
年10月24日上午9时整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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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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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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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绍兴伟远针纺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月4日裁
定受理绍兴荣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大
公律师事务所为绍兴荣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荣通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0月9日前，向绍兴荣通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
时-11时30分，下午3时-5时30分；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中兴中路375号B座7楼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邮编：312000；联
系 人 ：范 平 淹 、钟 惠 芳 ，联 系 电 话 ：0575- 88207792、0575-
88223707；手机：15957579898、13676865181），并书面说明债权金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同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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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绍兴荣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
兴荣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绍兴荣通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
人依法行使取回权。本院定于2017年10月20日上午9时在绍兴市
越城区人民法院（本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500号）
第三十二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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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
身份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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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王银虎：本院受理张存宝与王银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执行人张存宝申请执行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2016）晋0923民初
29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晋 0923执
78 号执行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2017）晋 0923 执 78 号之
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之九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山西]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莹申请宣告黄健明死亡一案，经查：黄健明，男，
195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942楼

208号，身份证号：110108195810090015。黄健明于2013年7月26
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黄健明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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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蔡火萤申请宣告蔡秀
伴失踪一案。申请人蔡火萤称，蔡秀伴于1993年因家庭原因出走至
今家属无法取得联系，经多方查找至今下落不明时间已达两年，蔡
火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蔡秀伴失踪。下落
不明人蔡秀伴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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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蔡秀伴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蔡秀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蔡秀伴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石狮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嘉明、郑艳风申请宣告林翠钦死亡一案，经查：
林翠钦于1991年1月1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林翠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林翠钦死
亡。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必坤、彭梅英申请宣
告陈少云死亡一案。申请人陈必坤、彭梅英称，申请人陈必坤、彭梅英
是被申请人陈少云的父母，被申请人于1993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已有24年了。下落不明人陈少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少
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少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少云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荣添申请宣告梁焕芬死亡一案，经查：梁焕芬，女，住

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福隆上街 65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42000198703263801，于2010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梁焕芬本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
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梁
焕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知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
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少玄、蔡少真申请宣告蔡少岳死亡一案，经查：
蔡少岳，男，1946年 2月 15日出生，回族，广西百色市人，公民身
份号码：452601194602150077，原住百色市右江区文明街永安巷
65号，于 1996年 10月 3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 21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蔡少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电话0776-2828330）。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梓萱申请宣告黄金萍失踪一案，经查：黄金萍，
女，1995年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
柳河镇柳河村烧锅屯。身份证号230127199501010629，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黄金萍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黄金萍失踪。 [黑龙江]木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金清申请宣告杨惠明死亡一案，经查：杨惠明，
男，汉族，1964年9月27日生，身份证号320524196409270939，原
住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青剑湖花园二区131幢104室，2013年已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杨
惠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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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铁华申请宣告李福山死亡一案，经查：李
福山于2012年9月1日离家，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福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福山死亡。

[辽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云成、黄金香申请宣告王丽琴失踪一案，

经查：王丽琴，女，197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赤
峰市林西县五十家子镇东敖包村四组，下落不明已长达6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丽琴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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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林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金泉申请宣告袁贺明死亡一案，经查：袁贺明，
男，192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址为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青山区幸福路八号街坊 2栋 65号，于 1998年 7月下旬
起，下落不明已满19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袁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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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长林申请宣告王国友死亡一案，经查：王国友，
男，1966年 9月 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0126196609251018，汉
族，住四川省彭州市九尺镇玉源村 5组 78号，于 2007年外出打
工，至今下落不明已满九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王国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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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法官说法■

图为庭审现场。 王一凡 摄

开发商因“免责条款”推迟交房是否担责
法院二审认定：预知风险迟延交房责任还得扛

刘 皓

拘禁殴打欠债人 四男子非法讨债获刑

宠物犬被撞致他人受伤 主人判赔十万余元

员工加班后回家猝死 单位是否需担责
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判决单位承担20%赔偿责任

本报讯 某公司员工文某曾连续加
班，某日加班4个多小时后回家出现身
体不适，凌晨送医终告不治。在不构成
工伤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否需要赔
偿？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了这起案件，审判人员认真
搞清楚案件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最终适
用侵权责任法认定用人单位须对员工猝
死承担相应责任。

文某出生于1965年，上有年逾八旬
的老母亲，下有几个刚成家不久的儿女，
家庭经济负担较重。2016年3月中旬，
文某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全日
制劳动合同，从事电子产品组装工作。
合同中注明：乙方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
制，每周工作5天，每周休息2天。

不过，由于报酬也会随工作时长而
增加，因此对一心想多挣些钱的文某来
说，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赶上高峰期，一
个月里只有四天不加班，周六、周日也基
本处于工作状态。到了2016年11月下
旬，文某所在公司安排其进行体检，发现
他血液中白细胞水平低于正常值，建议
进一步检查。然而尚未到一个月时间，
意外就发生了。12月20日晚上10点左
右，文某从公司打卡下班。次日凌晨 2
时左右，妻子发现他身体异常，遂将其送

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医院
出具证明：死亡原因为其他猝死、原因不
知。2017年年初，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出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文某的猝死不视同工伤。

文某的家属认为，由于长期加班，且
意外发生当日也存在加班情况，所以文某
猝死系劳累过度所致。故将文某任职的
公司诉上法院，要求其赔偿50余万元。

在法庭上，被告方提出：作为生产
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因业务季节性波
动而导致订单增多带来整体用工量增
加，公司从未强迫文某加班。且“公司
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并在上班期
间安排休息时间，亦允许员工在非休息
时间视自身情况适当休息，已经尽到了
对员工基本的劳动保障义务”。

面对争议焦点，法庭展开了细致的
调查。根据侵权责任法，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虽然文某的猝死未认定为
工伤，但被告公司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
中，因存在过错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文
某的近亲属亦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
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在文某猝死前长
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即2016年11月1

日至12月20日期间的工作日，除11月4
日、11月11日、11月18日、11月21日、12
月 9 日之外的工作日均存在加班 2.5 小
时至4.5小时不等的情况；除11月6日的
周日外，其余周六、周日原告也均存在加
班情况；文某猝死前一日，也加班逾4小
时。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
人单位每日安排加班一般不超过1个小
时。本案中，在文某死亡前相当长的一
段期间内，其工作时间以及延长的工作
时间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

即使加班系自愿行为，但根据被告
的辩解，文某加班的原因与企业的生产
经营需要是密不可分的，且公司对员工
的加班行为是知情且同意的，故法院认
定被告在文某的加班行为中存在侵权行
为且存在过错。

至于文某的加班行为与其死亡结果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综合相关案情，
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虽无法得出二
者存在必然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根
据文某上班及加班回到家身体不适后送
医猝死这一过程的紧密度，并结合日常
经验法则，该因果关系亦同样无法排除。

最终，考虑到引发猝死的原因亦与
文某个人身体素质、身心调整及日常生
活安排等多重因素有关，具有多因一果
性和一定的偶然性，在本案因果关系参
与度无法查明确定的情况下，法院根据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公平合理原则，酌
定由所在单位对文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
担2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支付文某
母亲、妻子及子女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
失共计约20万元。 （艾家静）

当前，劳动者猝死的案例屡见报
端，且呈增多趋势。根据我国工伤保险
条例，如果劳动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可认定为工伤或者视
同工伤。但是像文某这种情形，即如果
劳动者是在下班后猝死，按规定不构成
工伤的，其权利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根

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
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劳动者在下班后猝死，虽构不成工
伤，但如果用人单位存在侵权行为导致
劳动者猝死的，家属可以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北京9月7日电 因认为自己
买来的名画是假的，李先生将卖家张先
生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购画款 70 万
元，承担相应利息 11.86 万元，共计
81.86万元。今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买卖纠纷案。

原告李先生诉称，2014 年 7 月 3 日
他经任先生介绍认识了被告张先生。第
二天，他从被告处以70万元购买了一幅
署名史国良《金秋》的画，交易地点在被
告的家里，付款地点在被告北京住地附
近的银行。买画之前，他就此画的来源
等信息详细询问被告张先生时，张先生
称此画来源系史国良本人，绝对可靠，并
且保真。双方交接画时，他再次重申了
画要绝对保真，被告满口答应画绝对没
问题，并在画的背面签了名以示负责和
保真。

购画的当天晚上，李先生将此画照
片发给朋友观赏，该朋友称认识史国良
本人让其给鉴定一下，但第二天朋友回
话说此画是假的。原告随即赶到被告家
里要求原额退款，但被告不退并找借口

离开便不见踪影。
2015 年 6 月 25 日，原告找到了被

告并报警，派出所进行了调解，但未有
结果。今年2月11日，原告找到史国良
对这幅画进行鉴定，史国良写下了“此

幅署名金秋的作品是仿制本人同名作品
之伪作”的鉴定意见。

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确实购买
了名为《金秋》的字画，但被告从未告
知也未承诺该名为《金秋》的字画为真

迹，购买时也多次提醒原告仔细看画，
被告只是位字画爱好者，而原告系字画
展商，应对字画及古玩有一定的鉴赏能
力和专业水平。原告在市场上购买此类
未经鉴定确认为真迹的字画时应当预见
有可能购买到假货或赝品的风险，况
且，即使鉴定，亦非绝对。故原告应明
知涉案字画是真迹还是赝品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再次，文物、古董、字画等
属于特殊商品，历史形成并传袭至今的
民间交易规则为：物品的年代、材质、
工艺等并非合同可以穷尽明确的内容，
主要由买卖双方通过对实物查看进行判
断，无法达至绝对保真，双方按自愿买
卖、当场验货、钱货两清、不得反悔的
原则成交。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法庭上，双方围绕画作真伪问题和原
告提交的四条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申
请了史国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史国良
当庭表示，该画作系伪作，他只画过一幅，
现被山东某收藏家收藏。原告通过多方
辗转找到他才确认画作系伪作。“现在市
面上的画作多是伪作，即使跟画家本人合
影的画作有一些也是通过技术手段合成
的。”史先生当庭补充说道。

在法庭询问环节，双方就画作真伪
和证据真伪及有效性仍旧存在争议，因
双方需要提供后续证据，此案将择期再
次开庭。 （林 悦）

收藏家重金买画却被认定伪作
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画作买卖纠纷案

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
本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在签订预售
合同过程中对交易风险进行如实告
知。然而，部分开发商为了规避己方
的风险在合同上玩“花样”。明明已
经知道将会导致违约，并损害买家利
益的情形，偏要通过责任限制条款免
除己方的责任。如此“霸道”的条款
法院会作何认定？

因“免责事由”推迟交房
双方为赔偿对簿公堂

2015 年 8 月 15 日，张先生夫妇
向东联公司购买坐落于上海市的一处
房屋，房价款为161万元。双方在预
售合同中约定：东联公司于 2015 年
12月31日前交付房屋，除不可抗力
外，如未按期交房，东联公司赔付已
付购房款每日 0.02%的违约金。同
时，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如
发生因供水、供电、煤气、排水等公
共配套设施的延误、规划调整导致的
工程推延、政府政策变化等情况，不
属于东联公司逾期交付房屋，但东联
公司应及时通知张先生夫妇，通报该
客观情况。

签约后，张先生夫妇陆续支付了
购房款，可直到2016年6月，才收到
东联公司发出的入住通知书。双方于
2016年7月1日办理了交房手续。为
何实际交房会比原定的交房时间晚了
半年呢？原来，因土地征收未完成，
市政燃气管道配套工程无法按计划开
工，处于停滞状态。2015 年 3 月 27
日，东联公司在得知该情况后曾向政
府部门发函催促，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配套工程才最终完成，交房时间
也因此而延迟。

一审法院：发生约定免责事
由 交房时间可予以顺延

张先生夫妇认为东联公司延迟交
房行为构成了违约，遂向法院起诉要
求对方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58185
元。东联公司则坚持认为迟延交房是
因出现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己方不
应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具体情况同意
自愿补偿张先生夫妇11757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市政配套
工程迟延确系开发商自身不能左右的
情形。根据合同补充条款约定，交房

时间可予以顺延，张先生夫妇要求东
联公司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无依
据。对东联公司自愿对张先生夫妇损
失进行的补偿予以认可，遂判决东联
公司补偿张先生夫妇11757元。判决
后，张先生夫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签约时隐瞒的风
险事项 不适用免责条款

二审庭审中，张先生夫妇提出东
联公司在签约时已经知晓配套工程出
现延误，但没有对其及时告知，即使
责任限制条款有效，其适用范围也是
针对签约后新发生的不确定风险，不
适用于此前已存在并为东联公司所知
晓的风险。同时，张先生夫妇还表示
愿意按照合同约定标准的55%比例主
张违约金。东联公司称其虽然在
2015 年 3 月 27 日知晓了配套施工存
在可能迟延的情况，但在8月15日签
约时还并不确定会造成实际延误，有
可能在后续履行中追赶进度，故其并
不存在恶意隐瞒行为。

上海一中院认为，东联公司早在
2015年3月27日就已明知配套工程受
阻停滞，产生了自身无法控制的延误
风险，其应当将该情况及时告知购房
者。但东联公司在2015年8月15日签
约时对张先生夫妇隐瞒了该风险，仍
然承诺于2015年12月31日交房。在
此前提下，购房者有理由相信东联公
司设置的交房期限具有现实可行性，
原有的风险事项能够及时消除，如果
没有在后续履行中出现新的免责事
项，则在该期限内能够实现交房。张
先生夫妇主张责任限制条款的适用范
围是针对签约后新发生的不确定风
险，符合诚实信用的解释规则。在双
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
分歧的情况下，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
解释，鉴于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
信赖利益价值高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
责任风险限定利益，应认定责任限制
条款不能适用于本案，东联公司应向
张先生夫妇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鉴于因张先生夫妇自愿按照合同
约定标准的55%比例主张违约金，故
二审法院改判由东联公司向张先生夫
妇 支 付 逾 期 交 房 违 约 金 人 民 币
32292.15元。

本报枣阳9月7日电 今天，湖北
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非法拘
禁案，被告人董某、龚某、李某、严某
因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分别被判处
刑罚。

2016年11月27日，枣阳市西城开
发区的杨先生来到派出所报案，声称二
哥杨某十多天未见面，估计是因欠款被
绑架。随后，枣阳警方立案侦查。根据
线索，警方于 2016 年 12 月至 2 月先后
将董某、龚某、李某抓获。严某闻讯后
于今年 2 月 22 日到西城派出所投案自
首。

经讯问，董某等4人交代了为索取
债务，拘禁并殴打杨某的事实。经查，
被害人杨某累计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

半个月，在此期间，杨某多次被殴打、
下跪。经法医鉴定，杨某损伤程度为轻
微伤。

原来，2014 年 2 月 26 日，杨某因
做工程资金困难，从被告人李某的小额
贷款公司借款 3 万元，借款期限为 90
日，李某才为担保人，约定超期一天，
罚违约金500元。杨某归还部分利息后
便无力偿还了，经李某等人多次催促，
杨某便给李某出具借款金额为11.08万
元的借据一张。

2016年11月12日下午，担保人李
某才在枣阳西城开发区茶棚还建房处发
现杨某后，立即电话告知被告人李某，
李某赶至还建房处找杨某索要债务，杨
某称：“没有钱还。”李某当即给其委托

的收账人董某打电话，被告人董某、龚
某等人赶到后，李某即安排董某跟着杨
某向其索要欠款，不给钱就打。

之后，董某又伙同被告人龚某、严
某等人，于当晚将杨某带至枣阳上海路
某宾馆居住，并安排人跟着杨某。后董
某伙同龚某、严某，先后在枣阳某宾
馆、北关某假日酒店将杨某非法拘禁至
11月26日。期间，杨某多次遭到被告
人董某、龚某、李某等人的殴打、罚
跪，逼迫杨某打电话借钱还债，杨某被
迫向他人借款9000元、赊购价值49044
元的酒抵账，并在董某的参与下变卖自
己的房产得款28000元，以上钱物交给
董某后，经与李某算账，杨某给李某出
具12万元的借据后才获得了自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龚
某、李某、严某为索取高利贷，结伙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拘禁罪。被告人李某为索取高利贷，
指使他人非法拘禁并殴打被害人杨某，
且在犯罪过程中参与对被害人实施殴
打、罚跪行为，是本案的主犯；被告人
董某、龚某受李某的指使，在非法拘禁
期间多次对被害人实施辱骂、殴打、罚
跪行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作用积极，
系主犯；被告人严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
节。案发后又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
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可对其从轻处
罚。根据四被告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条款，判处董
某、龚某、李某等3人有期徒刑二年；
判处严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梁 军 王丹丹）

本报宜兴 9月 7日电 今天上
午，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对一起饲
养动物致人损害案件进行公开审理，
由于宠物狗主人未尽到管理约束义务
导致他人受伤，法院判决宠物狗主人
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共计10万余元。

2015年11月12日早上，原告史
某上班途中在经过对面马路时，正巧
撞到徐某养在自家厂里用来看门的小
狗。史某驾驶的电瓶车从小狗身上轧
过，史某连车带人摔倒，徐某在去抓
受伤的小狗过程中也被小狗咬伤。后
经医院诊断，史某为 L1 压缩性骨
折，腰椎活动受限，需要住院手术。
史某选择了保守治疗，花费医疗费用
4342元。

事情发生后，史某及其丈夫报了
警，并多次找到徐某协商赔偿事宜，
但都没能达成一致。今年7月，经鉴
定机构鉴定，史某的损伤为十级伤
残。史某遂将宠物狗的主人徐某及其
儿子杨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类损
失10万余元。

法庭上，徐某承认案件中的小狗
是自己饲养的，但她辩称，史某不是因
为撞到狗才摔倒，而是听到狗叫后回
头观察才意外摔倒，整个事故史某自
己也有责任。“小狗受伤后我送去宠物
医院，花了2000多也没能救回来，当初
买狗也花了2500元。”徐某说。另一被
告杨某的代理律师则表示，狗是杨某
购买后拿去给母亲饲养用于看护工厂
的，所以杨某并非本案的责任主体。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狗虽是
杨某去购买，但实际是送至徐某厂里
饲养看门，故徐某才是小狗的实际饲
养人，杨某无需担责。按照法律规
定，饲养人负有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
务，徐某在户外未对小狗进行有效牵
领及约束，导致小狗与史某的车辆发
生碾压，造成史某摔倒受伤，徐某应
当对史某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最终，宜兴法院一审依法判决徐某赔
偿史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
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总计 10 万余
元。 （赵 玲 朱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