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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天长法院审理一起涉恶案件
11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图为宣判现场。 马相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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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院再审14年前杀人案
一家5口改判无罪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3日（总第7125期）

因北京首创子午轮胎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
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院于 2017年 8月 15日裁定终结北京首创子午轮胎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福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7
月31日裁定受理深圳统信电路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深圳统信电路电子有限公司管理
人。深圳统信电路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年 10月 9日
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
资大厦 12 层；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兰健菊；联系电话：
0755-33339893、18824295663；传真：0755-33339833）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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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统信
电路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统信电
路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10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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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
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
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需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斯倍力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个旧圣比和实业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破产申请书和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公司不能清偿对申请
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公司破产
清算。如你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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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
日15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你公司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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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商场的申请于2017年8
月17日裁定受理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商场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8月17日指定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为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应天商场的破产管理人。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商场
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11月 1日前，向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
商场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招商局四楼，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北海路中段；邮政编码：476100；联系
电话：3215121、15903703386）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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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
丘市睢阳区应天商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商
丘市睢阳区应天商场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 2017年 11月 6日上午 9时，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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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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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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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5月 3日依法裁定受理的岳阳市博大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 2017年 9月 4日作出（2013）岳中破字第 1-2号民
事裁定书，宣告岳阳市博大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根据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吉林佰山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担任吉林佰山实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你或你单位应在2017年11月15日前，向吉林佰
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管理人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通信地
址：长春市南关区东南湖大路1999号南湖假日酒店15楼1521室；
联系人：王维林；联系电话：13504318963；邮箱：wangweilin@ying⁃
kelawyer.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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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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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9时在本院第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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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或者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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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7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溪桥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泰乐提琴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查明，根据审计报告反映，截至2017年7月20日，江苏泰
乐提琴制造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5011751.20 元，负债总额为
64745239.78元，净资产为-29733488.58元，资产负债率为184.92%。
本院认为，江苏泰乐提琴制造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裁
定宣告江苏泰乐提琴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江苏]泰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辽河石油勘探局的申请，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
（2017）辽74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辽河油田新华书店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辽宁油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地址：辽宁省盘
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大商财富中心2104室；邮编：124010；联系电
话：13942758563；联系人：梁广东律师）。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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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辽河油田新华
书店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债权人
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月
16日裁定受理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为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司管理
人。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1月15日
前，向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辽宁省沈
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 号市府恒隆广场 42 层，邮政编码：
110000；联 系 人 ：刘 璇 ，朱 红 ，联 系 电 话 ：13940399695,
13898138999）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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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辽宁精益电控设备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1月30日9时在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号市府恒隆广场42层）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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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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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函。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成都市青羊区鑫安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成都益川钛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成都益川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债务
有：四川省金堂县地方税务局税收债权 417958.19元、担保债权
2860000元、普通债权21829597元，合计25107555.19元（不合职工
债权64499.38元及欠缴社会保险费用274344.68元）。成都益川钛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有：厂房、办公房、彩钢棚、料斗机等（含抵押
担保财产）。四川诚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的价值进行评
估后，其价值为957703元（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4月26日）。本院认
为，成都益川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因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本院依法于2017年8月24日裁定宣告成
都益川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四川]金堂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王海新的申请于 2017年 5月 2日裁定受理台州市
东征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台州中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17年 9月 30日前向台

州市东征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临
海大道西 598 号四楼；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0576-
85175570、1785866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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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债权
的，按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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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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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
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姚兵的申请，于 2017年 6月 19日裁定受理南京银
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钟山清算
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南京银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清算组。南
京银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南京银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南京市广
州路199号天诚大厦5楼；邮政编码：210029；联系人：曹静；联系
电话：13913941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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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补充申报
的债权，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的财产中依法清偿。公司尚未分配
的财产不能全额清偿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以股东在
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但债权人因重大过
错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须自行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被申请人的清算
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向人民
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妥善保管并移
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
法提交的，应当按照清算组的要求作出书面说明或提供有关证
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院与清算组的工作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
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债权人的询问；人民法院应当办理的其
他事项。被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被申请人的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江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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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教你如何避免快递纠纷
刘雪琳

假农药害惨菜农 制假夫妻被严惩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 今天，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
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丁宁、丁
甸、张敏等 26 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

法院对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 18.03 亿元；对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
亿元；对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
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0 万元，罚金
人民币1亿元；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罚金人民币7000万元。同时，分别以集
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
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对张敏等 24
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三年不等，并
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安徽钰
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在
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
通过“e 租宝”“芝麻金融”两家互联

网金融平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项
目及个人债权项目，包装成若干理财产
品进行销售，并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
对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非法吸纳
巨额资金。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

返还集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
台运营支出，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挥
霍，造成大部分集资款损失。此外，法
院还查明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丁宁等人犯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

枪支罪、偷越国境罪的事实。
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涉案资产

追缴工作。截至目前，本案已追缴部分资
金、购买的公司股权，以及房产、机动车、
黄金制品、玉石等财物。现追赃挽损工作
仍在进行中，追缴到案的资产将移送执行
机关，最终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北京一中院认为，二被告单位及被
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 10 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
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
王之焕等 16 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
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被告单位以
及丁宁、丁甸、张敏等 26 名被告人的
非法集资行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
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损失，严
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情节、
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予以严惩。法
院根据二被告单位、各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各被告人的亲属、部分集资参与
人、相关使馆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等 80 余
人旁听了宣判。 （安 健）

本报天长9月12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姚永菲）今天，安
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
市近年来最大的涉恶案件，陆云坤、
王玉成等 11 名被告人分别因涉嫌寻
衅滋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罪受
审。

1982 年出生的陆云坤，天长市
人，2002 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2007 年又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检察机关指控，2009 年至 2016
年5月间，陆云坤等被告人参与解决
经济纠纷、为琐事发生矛盾，先后实
施寻衅滋事7起，打伤9人。2015年
5月27日晚，陆云坤因听说张某在赌
场作假，带着被告人高某、戴某前去
质问，遭张某否认后，觉得很没面
子。随即用拳头对张某的头、面部进
行殴打，致使张某3处骨折，造成轻
伤二级。类似因觉得“很没面子”而
殴打他人的案件，陆云坤还参与 4
起，社会影响恶劣，当地群众闻之色
变。

2015年10月中旬至11月间，被
告人陆云坤入股王开九 （另案处理）
等人在合肥市多个地点开设的流动赌
场，通过推牌九的方式进行赌博，并
从庄家盈利所得中按10%的标准抽取

“水钱”，抽头所得资金与赌场其他股
东对半分成。期间，他还先后从天长
市召集王玉成等多人前往合肥参赌，
并安排人员在赌场内抽头，入股期间

共分得赌场抽头资金10余万元。
2012年1月，被告人陆云坤找到

天长市某采石公司大股东周某，以公
司有事可以请其出面帮忙处理为由，
向周某索要费用 50 万元。周某不愿
给钱，借故拖延。陆云坤随即通过该
公司另一股东传话，对周某进行言语
威胁，考虑陆云坤等人在当地的势
力，惧怕其闹事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生
产，周某被迫给付 38.8 万元。同年
底，陆云坤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向周某
索要 150 万元，经“讨价还价”，周
某最终给付了 118 万元。2013 年 9
月，得知周某欲将公司管理事宜交由
其子负责，陆云坤随即向其提出“借
款”150万元，帮其周转。周某迫于
无奈只得同意借款，结果只换来一张
借据。同年底，陆云坤提出用150万
元冲抵当年的“费用”，向周某索回
了借条。案发后，陆云坤一直未归还
上述款项。

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各被告人
的具体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并
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
题进行了法庭辩论，同时就定罪量刑
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发表
了意见。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寻衅
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追
究被告人陆云坤的刑事责任，以寻衅
滋事罪追究王玉成等 10 名被告人的
刑事责任。

300多人旁听了庭审。因案情复
杂，法院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 （记
者 郑 良） 9月12日，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宣判缪新华故意杀人，缪德
树、缪新容、缪新光、缪进加包庇再
审案，依法撤销原判决，宣告5名被
告人无罪。

2003年4月6日，福建宁德发生
一起杀人案件。被告人缪新华与被害
人杨某曾系恋人，后各自成家。2003
年4月6日中午，缪新华到杨某母亲
住所找杨某的兄长杨某某，下午 2
时，缪新华遇见杨某，双方短暂交谈
后各自离开。当晚9时许，杨某从其
母亲住所外出后失踪，其随身佩戴首
饰，并携带电话本、钥匙。同月 19
日，在柘荣县城郊乡一废旧房子发现
尸块，经被害人亲属辨认并经相关鉴
定，确认死者系杨某。

案发后，缪新华被认定为杀害杨某
的犯罪嫌疑人，缪德树等4人被认定为
帮助分尸、毁灭证据。2005年8月，宁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缪新华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缪德树等4名

被告人犯包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至三年不等。2006年4月，福建高院
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缪新华犯故
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维
持其他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各原审被
告人以未实施杀人、包庇犯罪，原判
错误为由，向福建高院提出申诉。
2017 年 7 月，福建高院作出再审决
定，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

福建高院再审认为，原判认定原
审被告人缪新华杀害被害人杨某，并
伙同原审被告人缪德树、缪新容、缪新
光、缪进加分尸、抛尸的事实缺乏客观
性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
相互之间、前后之间，有罪供述与现场
勘查笔录之间均存在无法合理排除的
矛盾和疑点，有罪供述得不到其他证
据的佐证，且其他定案证据亦存疑。
故原判认定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缪
德树、缪新容、缪新光、缪进加犯包庇
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五
原审被告人有罪，依法应予纠正。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业
务量占全球40%。在我国快递行业迅猛
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快递丢件、损
坏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法官提醒：针对该类纠纷，需
要当事人意识到其中的法律风险，以保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寄件未实名 维权有风险

张先生是经营电脑配件的淘宝店店
主。2016年3月，张先生联系某快递公
司上门取件，对淘宝店订单进行发货。
在填写快递寄件单据时，张先生在寄件
人处填写了昵称“剑客”，寄件地址处
未填写，在收件人处按照淘宝订单买家
所留地址如实填写，张先生为此支付了
快递费 10 元。但此后邮寄的货物在送
达过程中丢失，未能送达指定地点。

张先生将某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货物损失。某快递公司辩称：张
先生不能证实其为快递单上的寄件人

“剑客”，否认双方存在邮寄服务合同关
系，主张张先生原告主体不适格，拒绝
赔偿。张先生未考虑到快递公司否认双
方存在合同关系，只能尽力搜集相应证
据，并向法院提交了快递单原件、淘宝
订单详情，并打印了自己的银行流水以
便证实支付快递费用的情况。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先生持有快
递单原件，并在快递发出当日向被告快
递公司支付了快递费用，并综合邮寄物

品、收件人情况与淘宝订单相符合的因
素，认定了张先生与快递公司存在邮寄
服务合同关系。

法官提醒：本案中，张先生以邮寄
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某快递公司诉至法
院，应证明其与该快递公司存在合同关
系。现寄件人处并未填写张先生的真实
姓名，其应举证证实其为合同的寄件
人。在这里建议寄件方如实填写寄件人
信息、保留好寄件单据原件及支付凭
证，避免维权时的举证不能。

明确赔偿义务人 降低诉讼成本

吴先生是书画爱好者，收藏他人书
画作品的同时，自己也参与创作，并在
网站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今年2月，吴
先生将自己的两幅书画作品出售给另一
书画爱好者，并联系某快递公司营运
点进行邮寄。但此后吴先生邮寄的书
画作品丢失，吴先生决定起诉，通过
法院解决赔偿事宜。吴先生查看快递
单左上角显示有“XX 快递”，于是将
XX快递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

诉讼中，XX快递有限公司向法院
邮寄了答辩状，表示其公司并非本案
适格主体，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该公
司只是提供了“XX快递”的品牌使用
权利，吴先生的投递地点在北京，应
起诉合同相对方北京XX快递有限责任
公司。后北京XX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在
法院安排的开庭时间也到庭说明了相应
情况。吴先生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撤

回了本案起诉，准备另案起诉北京XX
快递有限责任公司解决赔偿事宜。

法官提醒：目前，快递企业的经营
模式主要包括自营、加盟、合作等方
式。大多数寄件方在对快递企业经营模
式不了解的情况下，在以邮件服务合同
为案由起诉时，一般会出现几类错误的
起诉方式：1.直接起诉品牌快递公司，而
非实际收件公司；2.将快递物流查询到
的全部公司均作为案件被告主张权利；
3.将寄件方所在区域的全部含有品牌快
递公司字样的公司均作为案件被告。在
上述情况下，均会出现起诉主体错误导
致浪费诉讼时间、精力和成本。建议寄
件方可结合快递企业官方网站显示的区
域合作公司、营运网店悬挂的营业执照
等材料，准确确定赔偿义务人，避免因
起诉错误产生不必要的诉累。

阅读合同条款 明确索赔依据

2015 年 8 月，甲公司将客户订购的
货物通过长年合作的某快递公司进行送
达，并支付快递费用20元。后客户未收
到货物，甲公司通过与快递公司的客服
人员联系得知，该快件无法找到，已经丢
失。甲公司认为其付费由快递公司提供
邮寄服务，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应妥
善保管货物，现货物丢失，快递公司应予
以赔偿，故起诉要求某快递公司赔偿货
物损失 25720 元。某快递公司辩称：按
照快递单记载的合同条款，双方已经约
定，未选择保价的快递，只能赔偿快递费

用的7倍，但是鉴于双方长年的合作关
系，同意赔偿甲公司5000元。

审理中，甲公司主张快递单中的合
同条款均属于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条款，
快递公司应当按照实际损失金额予以赔
偿。法院经审理查明，在甲公司提交的
快递单背面的赔偿标准处载明：若寄件
人未选择保价，则本公司对月结客户在
不超过运费九倍的限额内，非月结客户
在不超过运费七倍的限额内赔偿托寄物
的损失的实际价值。若寄件人已选择保
价，则本公司按托寄物的声明价值和损
失比例赔偿，如声明价值高于实际价值
的，按实际价值赔偿。双方对赔偿标准
另有协议的，以该协议为准。该部分字
体使用加黑字体予以标明。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公司在邮
寄单背面明确载明了相关条款，该条款
虽是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
款，但其中赔偿标准等关键内容均用黑
色字体与其他内容明显区别开来，属于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相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上述格式条款本身也不
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
定的无效的情形，因此，对于上述邮寄
单背面载明的条款应为合法、有效。快
递公司现同意承担超过合同约定的赔偿
责任，法院不持异议，最终判决某快递
公司赔偿甲公司损失5000元。

法官提醒：本案中，快递单背面的
相关条款虽是格式条款，但快递公司已
通过加粗字体的方式提示甲公司进行注
意。甲公司与快递公司属长期合作关
系，其应对快递单上的条款明知。甲公
司在此情况下未选择对快递进行保价，
降低自己发货成本的同时，应当承担相
应风险。在这里建议寄件方，如邮寄价
值较高的物品时，应进行保价，避免出
现纠纷发生时，赔偿金额受到限制。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
员 袁 燕）夫妻俩制售假农药，结果
导致105户菜农的1500余亩菜地受害。
日前，因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被告
人韩某被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2万元；被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法院
对二人经营公司违法所得 80 万元予以
没收。

2012年3月，河南人韩某在郑州注

册成立公司，其妻张某为股东，代卖其
他公司生产的相关农药产品。2015年6
月，韩某在公司无生产农药资质的情况
下，冒用天津市塘沽农药厂的登记证号
（该厂已于 2006 年停产农药产品），生
产“十字秀”注册商标的15%精喹禾灵
乳油并进行销售。

2015年10月，嘉鱼县新街镇农药经
销商肖某向该公司购买了19件该产品，
每件 160 包，分别销售给新街镇种植大
白菜的105户农户，农户使用后，出现药
害。肖某随即退货5件，并报警。

经县农业局抽样取证，并送专业机
构检验，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经司法

鉴定，农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系该产品
直接造成，药害面积达1533.1亩，共计
造成经济损失 85 万余元。归案后，韩
某、张某赔偿了受损农户全部经济损
失，并取得了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某、张
某生产不合格的农药，并冒充合格的农
药予以销售，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其
行为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并
根据其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损失等
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 租宝案一审在京宣判
26人因集资诈骗等获刑 二公司被判处罚金19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