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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0月31日（总第7166期）

申请人清远市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清远市清新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支票（编号为42833698，票面金额为70000元，收
款人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龙东二村水东二队经济合作社，持票人
为清远市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付款人清远市伟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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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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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冠凯灯饰配件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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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冠凯灯饰配件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50111084，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华廷支
行，出票人中山市立藤照明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45969元，收款
人中山市古镇冠凯灯饰配件厂。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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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聚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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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中山聚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30832882，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栏三沙支
行，出票人中山聚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票面金额50000元，收款
人空白。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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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康平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持有号码为31300051/

43250859可背书转让（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付款行沧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出票人保定知微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保定芳硕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7月13日，汇
票到期日2018年1月13日，票面金额100000元，持票人为申请人）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至2018

年1月28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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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任丘市汇达电机制造厂因遗失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分行签发的票号31300052/29631172，票面金额30000元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
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任丘市汇达电机制造厂。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签发的票号
31300052/29631172，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人南皮县欣千五金
制造有限公司，持票人任丘市汇达电机制造厂，汇票到期日2017
年10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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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元信力经贸有限公司因丢失临城农村商业银行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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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济南元信力经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
行承兑汇票，号码为40200051/27505852，出票人为河北固实水泥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固实建材有限公司，背书人分别为河北固
实建材有限公司、邢台春永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天宇医药有限公
司、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凤礼精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德康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金额为50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5月25日，到期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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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临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文君衡水电机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
示催告。该票据号码 40200051/27841662、票据金额 20 万元整、
出票人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南昌拾金贸易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7 月 4 日、付款日期 2018 年 1 月 4 日、承
兑协议编号2016122901、付款人开户银行为安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自公示催告之日起 2 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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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安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驰耐得轮胎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德
安县支行作为付款银行的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该承兑汇票号码票面号码：1030005224651282，出票
日期2017年9月13日，票面金额人民币291750元整，出票人江西
驰耐得轮胎有限公司，收款人天津市茂丰橡胶助剂有限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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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戚墅堰区戚墅堰荣盛百货超市因不慎遗失票据号码
为40200052 22304097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7年9月
27日，票面金额为20万元，出票人晶珂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收
款人上海闪恩贸易有限公司）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
二百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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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灵因其父亲杨志礼（已死亡）持有的股权证持有卡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证
持有卡记载：股东名称：杨志礼；公民身份号码：510102390310377；
股东编码：H200002349；股权证编号：0005349；股权数量4400股。该
股权证持有卡最后持有人为杨志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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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做出
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持有卡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证
持有卡的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祥滨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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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票号为
31600051 21094283，付款银行为浙商银行天津分行会计核算中

心,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6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8年1月6日。自公告之日起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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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所持有的银
行承兑汇票1份，号码：30100051 24507937，出票金额：伍万元整，
付款行：交通银行衢州分行营业部，出票人：浙江红五环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持票人：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年8月8日，收款人：浙江红五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汇票到期
日：2018年2月7日。自公告之日起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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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凯正农化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31000051/27053906，票面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为2017年9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3月11日，出票人为
浙江夏冬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嘉兴金凯悦针织面料有限公
司，第一被背书人为桐乡市嘉泽纺织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为
嘉兴市旺达绢纺有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浙江梦卡诺家纺有
限公司，第四被背书人为上海悦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五被背
书人为政尧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第六被背书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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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在2018年3月
26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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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同仁堂山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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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30300051/24324459；票面金额为贰
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1日;票据到期日为2018年2
月1日；出票人为长沙合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
杭州分行；付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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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示催告期内，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海盟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马凤玲死亡一案，经
查，马凤玲（女，1957年10月24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于家
务乡村农民）于1998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马凤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春阳申请宣告邵安萍失
踪一案。申请人王春阳称，被申请人邵安萍与申请人王春阳系母女关系，
被申请人邵安萍于2010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没有任何信息。下落
不明人邵安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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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邵安萍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邵安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邵安萍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绥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晓冬申请宣告张军死亡一案，经查：张军，男，汉
族，1956年4月20日出生，申请人张晓东称，张军于1999年10月份
左右，外出经商，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1年，希望张军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黑龙江]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亚琴申请生雷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生雷
居民身份证号码230204198110160415，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
汉族，原住所地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南浦路南浦四委139组，于2002
年8月1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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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深圳市依信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无效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据
号码为30500053 23099040、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8008.6元、出票
人为深圳市格瑞弘科技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697128152、付款
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深圳沙井支行、收款人为深圳市依信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最后持有人为深圳市依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5日、到期日为2017年5月25日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粤0306民催16号民事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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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本报讯（记者 周瑞平）由二级大
法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坚担
任审判长审理的上诉人王春祥故意杀人
一案，10月24日下午公开宣判，终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春祥与被害人王正权均从
事互助献血业务以谋利，因业务竞争产
生矛盾。2016年10月8日13时许，王春
祥在安徽省立医院门前，持刀朝王正权
的腹部连捅数刀并追撵，王正权被刺后
逃跑，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当
晚死亡。案发后，王春祥主动赔偿王正
权亲属经济损失并获谅解。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春
祥无期徒刑；同案犯彭飞陪同王春祥寻
找、确定被害人位置，犯故意杀人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一审宣判后，王春祥不服，上诉提
出：一审法院认定其犯故意杀人罪，定性
不准确，其行为应为故意伤害罪。医院
对被害人王正权的诊疗过程存在术中未
发现王正权肝脏左叶贯通创口、创周膈

肌破裂、左肾贯通伤、后腹膜血肿以及发
现右肝外缘裂口伴渗血但未处理等过
错。一审法院未认定医院的诊疗行为过
错与王正权的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
系错误。其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
且其亲属已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并获得
被害方的谅解，一审法院量刑过重，请求
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庭审中，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认为：该
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
人王春祥实行犯罪前，精心预谋、充分准
备，系有预谋作案；王春祥持刀捅刺被害
人的意志坚决，捅刺行为稳、准、狠，杀人
故意明显，王春祥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
罪。原审被告人彭飞与王春祥构成故意
杀人罪的共同犯罪，彭飞系从犯。安徽省
立医院对被害人王正权的急救行为没有
过错。综上，一审法院定性准确，适用法
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王春祥及
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
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春祥、

原审被告人彭飞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
罪，定性是否准确这一争议焦点，合议庭
审理认为，一审判决根据王春祥所持凶
器，捅刺被害人的部位、刀数、力度，王春
祥捅人后的表现及造成的后果等，认定
王春祥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定性
准确。一审判决从彭飞主观上与王春祥
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也帮助王春
祥实施了杀人的行为等，认定彭飞系故
意杀人犯罪的共犯，定性准确。

针对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有无过
错及诊疗行为与王正权的死亡后果之间是
否具有因果关系这一争议焦点，合议庭审
理认为，安徽省立医院的急救病历、死亡
记录等证据证明，死者肝脏贯通伤及左肾
脏贯通伤未修补的情形未造成明显失血，
故肝脏贯通伤及左肾脏贯通伤未修补不
是失血性休克的原因，与王正权的死亡不
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医学血液循环原理，
当存在大量失血时，血压明显降低，破损的
器官可不出现活动性出血，此时，急诊手术
中难以判断血管破裂处，对于锐器刺伤者

因创缘整齐更难以判断有无损伤出血。
所以，安徽省立医院对王正权的诊疗行为
符合急诊诊疗常规和技术操作规范。

根据上诉人王春祥的辩护人及出庭
检察员要求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说明情
况的申请，专家辅助人安徽医科大学病
理学教授孟刚在二审庭审中出庭，亦提
出与上述理由基本相同的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王春祥因
业务竞争与矛盾，伙同原审被告人彭飞
多次携带刀具寻找被害人王正权，后王
春祥持刀连续捅刺王正权腹部等部位数
刀，致王正权因多脏器破裂失血性休克
死亡，王春祥、彭飞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
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法院判决
认定王春祥、彭飞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王春祥及
其辩护人、彭飞辩护人分别所提上诉理
由及辩护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不予采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
意见正确。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安徽高院院长主审一起故意杀人案
查明两大争议焦点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讯 江苏省南通市一商业银
行小企业客户部总经理助理沈某在已
辞职近两个月后，竟然又收到了单位
关于自己因工作不尽职，给予开除处
理并扣除延期风险金的决定。为此，
他提起了劳动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
处分决定无效，银行支付5.8万元延
期支付风险金的裁决。对此，银行不
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作出维持一
审的终审判决，原告南通市某商业银
行开除决定无效，原告一次性向被告
沈某支付扣除的延期支付风险金5.8
万元，并为沈某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的转移手续。

2008 年 12 月 1 日，沈某经招聘
进入南通某商业银行工作，2014年11
月 27 日，双方续签为期五年的《劳动
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12月
1日至2019年11月30日。该《劳动合
同》第十九条约定：“乙方（即沈某）解
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甲方。”第二十条：“甲方（即银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书面通
知甲方解除本合同：……（五）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其他情形。”第三十四条：“甲方的内
部管理规章制度是本合同的附件，甲
方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时增加
或修改内部管理规章制度。”2016年
4月1日，该行聘任沈某为小企业客
户部总经理助理，免去其如皋支行行
长助理职务。

2016 年 6 月 27 日，沈某通过邮
政特快专递向银行寄出辞职报告，要
求解除合同，银行于次日收到辞职报
告。随后，沈某继续在该行工作至
2016年7月27日，并于同年8月5日
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2016 年 8 月 19 日 ， 银 行 作 出
《关于沈某离行问责的报告》，该报告
对不良贷款进行罗列，并认定沈某具
有工作不到位、不尽职，造成严重损
失等情形，建议扣除沈某的延期支付
风险金，并给予开除处分。同年9月
26 日，银行作出 《关于给予沈某行
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决定开除沈
某，扣发沈某5.8万元延期支付风险
金，并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向沈某送

达该决定。该 《处分决定》 文末载
明：“被处分人若不服本决定，可自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向
本行申请复审。”沈某于2016年10月
8 日签收该决定，10 月 22 日申请复
审，银行未予回复。

沈某对处分决定不服，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2016年12月29日，南通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裁决，
沈某和银行 2016 年 7 月 28 日起解除
劳动关系；确认处分决定无效；银行
一次性向沈某支付扣除的5.8万元延
期支付风险金，并为沈某办理档案和
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银行对仲裁裁决不服，称沈某直
接经办或管理的 13 名客户存在贷款
逾期情况，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确认争议双方劳动合同自
该行作出开除决定之日解除；该行不
向沈某支付5.8万元风险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沈某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向
所在单位寄送了辞职报告。沈某在单
位工作至 2016 年 7 月 27 日，之后未
再提供劳动，双方劳动关系自 2016
年7月28日起解除。银行未能提供曾
经书面告知沈某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的相应证明，故在双方劳动关系依法
解除后，银行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对
沈某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无效。

至于银行主张因沈某直接经办或
管理的 13 名客户存在贷款逾期情
况，但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不良
贷款均形成于 2016 年、沈某具有工
作失职致使银行严重损失的事实且两
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对银行要求
扣发沈某延期支付风险金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
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
中，沈某要求银行配合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诉讼请求，应
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双方自
2016 年 7 月 28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
银行开除决定无效，原告一次性向被
告沈某支付扣除的5.8万元延期支付
风险金，并为沈某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银行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徐振宇 古 林）

已辞职两个月，咋又遭“开除”？
法院：用人单位开除决定无效，判支付延期风险金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银行作
出的开除处分决定是否合法有效？

对此，南通中院劳动争议审判庭
庭长、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徐烨介绍说，
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
动合同的权利，同时要求劳动者提前
三十天通知用人单位，既尊重了劳动
者择业自主权，又赋予用人单位相应
的管理权。根据银行业及该银行内部
管理要求，对资产业务人员在离行前
应当接受尽职调查，是银行业用人单
位行使管理权的具体体现，也是资产
业务人员应当遵守的岗位职业要求。
但用人单位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管理权，对劳动者离岗调查并进
行行政处分，应当在合法有效的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进行。用人单位确因工
作必要，需要劳动者延期离职的，双方
应当协商一致。

徐烨指出，法律赋予劳动者自主
择业的权利，作为银行资产业务人员，
需要遵守银行业管理要求，但其依法

辞职的权利不能非法限制或剥夺。本
案中，沈某与银行于 2016 年 8 月 5 日
办理了相关离职工作手续，表明银行
认可沈某2016年8月份后离职事实。
银行在沈某正式离职前启动尽职调
查，符合内部管理要求，但在尽职调查
过程中，未听取或征询沈某本人意见，
而是直到 2016 年 9 月 26 日才作出正
式行政处分决定、10月8日送达给沈
某本人，即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约
两个月才作出开除处分决定，后又对
沈某的复议申请不予回复，故法院据
此认定银行的处分决定为无效决定。
同时，本案相关不良贷款的产生，沈某
作为经办人，负有一定的审查和管理
责任，但并无证据证明系其故意造成，
银行作为放贷单位，应当全面履行贷
款管理责任，认为沈某在有大量贷款
未有效清收的情况下辞职，从而认定
其为故意不尽职，给其开除处分、解除
劳动关系，并不适当，亦有违法律规定
的精神。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张 蕾） 10月27日，湖南省岳阳市君
山区人民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开庭
审理益阳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
诉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
纠纷公益诉讼案，并当庭进行一审宣
判，判决被告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支
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 230924.61 元，
用于草尾河及洞庭湖水质修复。这是洞
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成立后敲响的环境资
源审判第一槌，也是新环保法实施后，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第一起

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

2016年12月3日，益阳市环境保护
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湖南林源纸业有
限公司偷排污水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经
调查发现，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存在
通过污水排放阀门和暗管将大量污水直
排至外河赫磊洪道的违法行为。益阳市
环境保护局进行了相关取证，并对直排
污水进行计量测算，依法对湖南林源纸
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益阳市环
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认为湖南林源

纸业有限公司在此次环境污染事件中，
向赫磊洪道偷排污水，严重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应承担环境侵权的法律责
任。故以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为被告
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公
益诉。

湖南高院根据洞庭湖区域的生态环
境保护实际，指定君山区法院受理该
案，由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负责审理。

今年7月17日，君山区法院受理此

案。该案由院长陈勇担任审判长，洞庭
湖环境资源法庭首任负责人刘平承办。

在审理案件中，合议庭确定湖南环
保科学院专家以专家证人的形式出庭作
证，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为依据计算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等，在湖南省公益
诉讼审理中均为首创。合议庭深入污染
现场进行查看、调查走访相关人员的同
时，走访了当地环保部门，为共同治理环
境污染提出建议，放大司法审判效果。

湖南高院、岳阳中院组织办案人员
到外省法院学习办案经验，协调技术专
家提供咨询意见。在法院主导下，被告
为确保排放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投入
千余万元建设新的污水处理设施。

“该案的审理，将为保护洞庭湖水
质资源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湖南高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庆富说。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敲响审判第一槌
被告排放污水被判支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23万余元

10月20日上午，记者从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家装纠纷案件通报会
上了解到，装修质量是家装纠纷案件首
要的问题，由装修质量争议引发的纠纷
占家庭装饰装修合同案件九成以上。从
裁判结果看，施工方追索工程款胜诉率
相对较高。

据了解，自2014年至2016年，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家装合同
纠纷案件分别为 19 件、20 件、24 件，
均为二审民事案件。案件总体数量及业
主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案件均呈上升态
势，这说明业主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家
装行业仍需进一步规制。

从诉讼标的额看，施工方诉请标的
额通常较小，业主诉请标的额通常较
大。而在争议焦点上，装修质量成了
引发业主与施工方纠纷的重要因素，
由装修质量争议引发的纠纷占家庭装
饰装修合同案件高达九成以上。除此
之外，双方的证据留存意识均不强，
以致发生纠纷时举证困难。从法院裁
判结果看，施工方追索工程款胜诉率
相对较高，业主索赔的胜诉率相对较
低。业主方提出的拆除重装、质量、租
房、精神损害等高额损失，几乎不会得
到全额支持。

北京二中院发布了家庭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案件的典型案例，并提醒业主与

施工方应树立良好的契约意识。在相关
案例中，关于支付工程款和承担赔偿责
任等问题比较突出，在法院的审理中，
驳回业主诉讼请求的案例较多。

业主违约导致中途撤场的需
支付剩余工程款

2016年8月，某装修公司诉称，施
工中，业主小陈（化名）拖延付款导致
中途撤场，请求支付剩余工程款 7 万
元。业主答辩并反诉称：中途退场系装
修公司违约，工程已另行委托他人施工
完毕，不同意支付剩余工程款；因退场
及质量问题，请求赔偿损失1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途退场系业主
拖延付款导致，业主应支付已完工的工
程款；因另行委托他人施工导致无法确
定退场时工程相关状况，剩余工程款根
据在案短信等证据酌定，装修公司无需
赔偿业主损失。最终，法院判决业主支
付工程款6.7万元，驳回了业主的全部
反诉请求。

工程完工后拒绝验收不能成
为业主拒付工程款的依据

2016 年 11 月，业主小李 （化名）
在工程完工之后诉称，工程延期完工，

且存在瓷砖空鼓、空气不达标等问题，
无法竣工验收；装修公司虽已整改、维
修，但应重计保修期；空气质量至今仍
不达标，故请求装修公司赔偿工期延
误、房屋闲置、拆除重装、检测费等损
失26万元并返还工程款6.8万元。

对此，装修公司答辩称：业主所提
质量问题已维修、赔偿完毕，空气质量
不合格并非其公司原因导致，不同意其
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业主签署保
修单等事实，可以认定工程已竣工验
收，此后发现的部分质量问题属保修范
围，且双方已处理完毕，且瓷砖空鼓等
质量问题并不影响业主对房屋居住使
用。业主在竣工半年之后自行委托空气

质量检测，部分检测标准与合同约定标
准并不一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工程
工期确有延误，应支付损失。最终，法
院判决装修公司支付延期损失 8900
元，驳回业主其他诉讼请求。

家居广场基于先行赔付承诺
对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今年5月，业主小王（化名）因木
地板、木门等不合格导致空气质量问题
起诉装修公司和家居广场，请求二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家居广场辩称，其虽
承诺出现问题“先行赔付”，但质量问
题系装修公司导致，不应由其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内空气质量
经检测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装修公司
应承担装修质量不合格的责任。根据三
方协议，家居广场作为认证方应就装修
工程质量和服务问题承担连带责任，对
业主实行“先行赔付”。最终，法院判
决家居广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破解家装合同纠纷难题 法官来拆招
装修质量争议引发的纠纷占家装合同纠纷案九成以上

本报见习记者 欧阳铭琪

装修双方契约意识严重欠缺，这是
造成家庭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的重因。一
是欠缺必要合同形式。口头合同或简单
书面合同仍有存在，在个体施工队、包
工头施工时更为普遍；另外，使用范本
合同签约后，合同履行中的补充事项不
使用书面形式。二是欠缺细致合同审
核。业主对合同不做全面、深入研读就
草率签订，导致部分承诺未写入合同、
价格条款不严谨、报价单等附件未签字

等，以致纠纷产生时依据不足。三是欠
缺证据保存意识。设计变更、工程量增
减、付款推迟、装修材料变化等，往往
不签订书面协议或保留微信、短信等证
据，以致后续举证困难。这些问题也给
相关案件的审判增加了难度。因此，在
施工方加强自律的同时，业主也应该调
整自身心态，摒弃“非敌即友”和“一
味低价”的心理，双方都应该规范合
同，用证据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连线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