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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投保人购买终身险两年后患尿毒症病亡
保险公司被判全额赔偿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22日（总第7188期）

2017年11月9日，本院根据北京丰聚能再生能源设备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丰聚能再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北京丰聚
能再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丰聚能再生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北京丰聚能再生能
源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郦城
工作区 422 室；邮政编码：100195；联系电话：010-88498283-
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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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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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聚能再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丰聚能再生能源设备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15日下
午14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
区华威北里甲1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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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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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6日，本院根据成都腾威教育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搏展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搏展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未查找到搏展公司的人员、财
产、账册等，搏展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7年11月7日裁定宣告搏展公司破产并终结搏展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极思意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因广州极思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清理完毕，已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
定，现广州极思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完结，

已无财产供分配，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7年11月9日裁定终结广州极思意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意可达电路有限公司：博罗县格全实业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2016)粤03破申12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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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6日14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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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申
请，于2017年9月11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歌莲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歌莲达实
业有限公司管人。深圳市歌莲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
10月3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
(3146号)永通大厦12楼B;邮政编码:518002;联系人:张蕾蕾、蔡深兴;
联系电话：13510150801、13425123896;传真:0755-82834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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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歌莲达实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歌莲达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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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申
请，于2017年8月3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明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明升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明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年12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
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008室；邮政编码：518026；联系人：田
力 、陈 卓 ；联 系 电 话 ：0755- 82031457、82031948- 1085、
13554898201；传真：0755-82031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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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明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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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
月9日裁定受理保定风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7年10月24日指定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为保定风帆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保定风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8年1月1日前向保定风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富江街 311 号；邮政编码：
071051；联系电话：0312-3208554,15612291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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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风帆
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保定风帆
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月15日上午9时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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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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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2月14日，本院根据南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南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南光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在清算中经评估、审计，其破产财产为13.045万元,债务总额
为2907.47万元。其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

年11月10日裁定宣告南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南光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8日，本院根据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渚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宜兴市新得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得利公司）破产清算案。查明，新得利公司资产评估价值
为4682.574万元，初步核定债权总额180201973.19元，其中：购房债
权人125户，债权额54155405.99元；建设工程优先债权人15户，债
权额4357787.2元；有财产担保债权人3户，债权额70697205元；无
财产担保债权人13户，债权额50111143.64元；税务债权1户，债权
额167779.36元；职工债权712652元。另有暂不确认债权1户，债权
额250000元；不予确认债权1户，债权额1600元。本院认为，新得利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
清算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4日裁定宣告宜兴市新得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2016年9月19日，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无锡方圆环球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已实际停
止经营，且无力偿还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
2016年9月30日裁定受理。本院查明：截止2017年10月27日债权人
会议召开时，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申报债权的方圆公司债权人为17户，
债权金额为18785795.68元，劳动债权为2笔计54444.94元。现方圆
公司的财产为货币资金192767.27元、汽车1辆（评估价为94000
元）、消费卡104000元（卡面金额）。债权人会议通过了方圆公司财产
的管理、变价和分配方案。本院认为：方圆公司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经审查确已资不抵债，且无重整或和解的可能，已符合宣告破产的
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宣告无锡方圆环球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本裁
定自即日起生效。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融创科技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
月26日裁定受理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11月8日指定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为苏州市新苏国际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1月12日前，向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金枫路216号东创科技园B3幢207室江苏
辰海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15000；联系人：史敏寅、惠志勤联系方
式：13915567015、13771925326传真号码：0512-68026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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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26日14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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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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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屈百平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3日裁定受理陕西新
东方三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6日
指定陕西德隆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陕西新东方三农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人。陕西新东方三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月15日前，向陕西新东方三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陕西省蒲城县东杨洞耳街道陕西新东方三农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邮政编码：715500；联系人：谢建华、陈鹆鸣，联系电话：
13992316928、13379252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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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东方三农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陕西新东方三农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
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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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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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蒲城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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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曾 妍）今天上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江天勇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江天勇
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江天勇当庭
表示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天勇长期受反
华势力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
现行政治制度的思想，并发布大量言论
攻击、诋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及国家
法律制度。江天勇多次赴境外参加以推
翻国家政权为内容的培训，向境外反华
势力申请炒作热点案事件的资金支持。
2013 年，江天勇与一些律师发起成立
了“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通过
该平台以“维权”为幌子，插手、炒作
国内热点案事件。2015 年以来，江天
勇针对周世锋颠覆国家政权案等案件，
通过肆意歪曲事实、煽动他人在公共场
所非法聚集滋事、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
相的人员仇视政府等方式，攻击和诽谤
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煽动他人颠覆国家
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016年10月，江
天勇指使谢阳（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妻子陈

桂秋编造了“谢阳在羁押期间遭受酷
刑”的系列文章，在互联网上进行炒
作。江天勇还将前述文章及境外网站歪

曲事实的报道大量转发，并鼓动他人转
发，煽动民众对现行体制和司法机关的
不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江天勇以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
的，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接受境
外媒体采访、炒作热点案事件等方式抹
黑国家政权机关，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制
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公诉机关指控江天勇犯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江天勇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能当庭认
罪、悔罪，具有坦白情节。辩护人请
求对江天勇从轻处罚的意见法院予以
采纳。根据江天勇犯罪的事实、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
出上述判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
律师、江天勇家属、各界群众代表以及
媒体记者共48人旁听了宣判。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新浪官方微博
对宣判进行了全程视频播出。

图为宣判现场。 罗玉良 摄

七次抢劫致四人死亡一人轻伤

浙江系列抢劫案被告人被判死刑

本报讯 在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
纷中，投保人购买终身重大疾病保
险，且连续缴纳两年保费后身患尿毒
症病亡，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投保时未
如实告知患有疾病为由拒赔。近日，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对这起人身保
险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
险公司全额赔偿投保人继承人吴某等
3人保险金人民币3万元。

2013年4月，钟某向保险公司投
保了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每
期保险费 2751 元，缴费期数为 10
年，缴费方式为年交，保险金额为
30000元。合同签订后，钟某连续缴
纳了两年保费。

2014 年钟某患病两次住院治
疗，并被诊断为尿毒症，连续透析超
过90天。2015年11月，钟某向保险
公司申请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
公司收到申请后，认为钟某因尿毒症
住院透析治疗，其在投保前已患有高
血压、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囊肾，投
保时未如实告知。且“多囊肾”系遗
传性疾病，属于保险条款第八条责任
免除中第八种情形，其公司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日，保险公司向
钟某发出“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
通知钟某自2015年11月起解除保险
合同，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016
年7月1日，钟某病故。钟某继承人
吴某等 3 人向保险公司理赔遭拒后，
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如皋市人
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钟某于 2013
年5月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投保了案
涉保险，被告保险公司在审核后同意
其投保申请，并向其签发了保险单，
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
效。钟某于2014年3月被诊断出慢性
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自2014年
12 月即已开始规律性透析治疗，其
于2015年11月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时已经透析治疗超过 90 天，其
所患疾病符合保险条款第五条重大疾
病第六项约定的情形，被告人保险公
司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钟某申
请理赔的重大疾病系承保疾病，该疾
病是否即由多囊肾直接引发，难以认
定。

同时，法院还认为，钟某于保
险合同成立起一百八十日后才被诊
断出慢性肾功能不全 （尿毒症期），
其身患多囊肾、高血压等多种疾
病，多囊肾虽有可能并发尿毒症，
但如能有效治疗也不必然进展到尿
毒症期，被告保险公司并无证据证
明钟某身患慢性肾功能不全系完全
由其多囊肾直接引发，故对被告援
引免责条款予以免赔的抗辩意见，
不予采纳。

综上，法院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三
原告保险金人民币3万元。

（谷昔伟 杨 茜）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
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欠款
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款规
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
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
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
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本案中，钟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投
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时，保险公司在
审核后同意其投保申请，并向其签发
了保险单，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
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同
时，钟某于2015年11月向被告保险
公司申请理赔时，案涉保险合同成立
已经超过二年，被告保险公司不得解
除案涉合同，其公司虽向钟某发出合
同解除通知，但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
力，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得因此
拒赔，仍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合同成立超过两年不得拒赔

偷排电镀废水污染环境
重庆一男子获刑二年

■法官提醒■

西安鄠邑巡回审判车进村

图为审判现场。 阙宏志 摄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吴淑贞）一离职售楼员隐瞒事实，与购房
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骗取钱款共计
167.75万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
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合同诈骗罪案一审宣
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15万元。

2013 年 8 月，王某在厦门江山房产
销售公司担任置业顾问，2016年2月离
职。在王某任职期间，其以能够通过“关
系”拿到一品房产公司开发的内部认购
房源为由，让房产代理公司的老李帮其
寻找客户。

2015年12月间，王某隐瞒该小区某
室房间已通过其转让给他人的事实，再
次将该房源通过老李转让给被害人阿
明，并与阿明在江山房产销售公司的售

楼处签订了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签订
后，王某没有将该合同交付购房人阿明，
且未按流程将该合同提交公司。

2016年4月25日，王某为继续骗取
阿明的信任，隐瞒其无法拿到该套房源
及其已经从公司离职的事实，在下班时
间将阿明带至公司售楼处，以支付该套
房产的定金为名，让阿明刷卡支付20万
元的“定金”至一品房产公司的账户。王
某还盗取公司的“代刷卡进账申请表”，
假冒他人签名，将该20万元“定金”伪造

成被害人老李在一品房产公司所购房产
的追加首付款，以防止一品房产公司发
现该款项的差错。在此期间，王某分别
从老李处接收阿明支付的定金5万元、
更名费15万元。

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间，王某
隐瞒其没有房源也没有找“关系”帮忙的
事实及后来已离职的身份，通过老李采
用上述相同的方式骗取含阿明在内的3
名被害人的钱款共计65.5万元，又在未
与另一房屋认购人沟通的情况下，擅自

以该房产认购人欲转让该房产为由，通
过老李采用相同的方式骗取另两名被害
人的钱款共计15万元。

2016 年 3 月至 7 月间，王某仍以可
以拿到该小区未开盘的部分房产、店面
及已开盘的6套房产为由，骗取被害人
老李的信任，让其帮忙寻找客户。被害
人老李先后向王某介绍了几名客户，并
与王某签订了委托购房协议。在此期
间，王某从被害人老李处共接收购房款
项共计87.2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
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
款共计167.7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遂作出上述一
审判决。

以购买内部房源为名骗取167万余元

离职售楼人员实施合同诈骗获刑

本报绍兴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祝 璐）今天，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系
列抢劫案。被告人徐利一审被判处死
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绍兴市检察院起诉称，从 1993 年
到 2007 年，徐利在临海、长兴、宁

波、绍兴等地共实施了7次抢劫，造成
4人死亡、1人轻伤、劫取财物数百万
元。这起系列抢劫杀人案被公安部列为
督办案件，今年被侦破。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利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等手段，
当场劫取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
劫罪，且系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多

次抢劫、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死
亡、持枪抢劫；被告人徐利违反枪支
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
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且系情节严
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
持。被告人徐利在 1997 年 10 月 1 日前
后分别实施抢劫犯罪，应适用 1997 年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被

告人徐利一人犯数罪，依法对其数罪
并罚。虽被告人徐利抢劫绍兴供销大
厦、诸暨嘉瑞珠宝店系抢劫未遂；归
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供述司法机
关尚未掌握的相关抢劫事实，但被告
人徐利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极其
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
重，论罪应处极刑。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徐利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将巡回审判车开进渭丰镇坳
二村广场，公开开庭审理村民王源与该
村村委会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2014 年，坳二村村委会为给村民
缴纳新农保等费用，向村民王源借款
15.5万元，约定月利率2分。2015年村
委会换届时，新旧村委会班子未能妥善
交接账务，亦未移交公章，村委会向王
源的借款也久拖未能偿还。今年 10
月，王源向鄠邑区法院起诉，要求坳二
村村委会依法偿还借款本息。

王源与该村委会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因数额较大且牵涉到全村500余

名村民的利益，主审法官为了让村民
亲身感受法院的公平公正，消除群众
对法律的疑惑，决定将庭审搬到村委
会广场，让村民更直观地参与到庭审
过程中来。

法院在坳二村张贴了开庭公告，村
民们获悉后，早早搬着凳子前来旁听庭
审。在庭审现场，经过当庭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和休庭调解，每一个程序都在
阳光下运行，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
了庭审的严肃和法庭的公正。

庭审结束后，法庭将对该案择日进
行宣判。

（阙宏志）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污染环境案。被告人
谭某偷排电镀废水且严重超标，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7 月，
谭某在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梓潼街租
赁一间门市，从事电镀加工。经营过
程中，谭某在没有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的情况下，擅自将电镀后未经处理的
废水偷偷排至厕所，最终使得废水通
过厕所流入到门市前的化粪池，之后
又渗出到墙外的水沟，造成污染。今
年 7 月 3 日，该行为被执法机关发
现。经过检测，谭某外排的电镀废液
中六价铬含量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17150倍。

法院经审理认为，谭某将含重金
属且超标17150倍的污染物未经处置
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对环境造成了严

重污染，对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
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综
合被告人谭某的犯罪性质、犯罪情
节、社会危害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
法院最终判处谭某有期徒刑二年，并
处罚金5万元。

判决后，谭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承办法官表示，从司法实践来

看，保护环境实际上还没有引起一些
人足够的重视，他们不惜以损坏环境
为代价来谋求一己私利，给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威胁和不便，这是与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相违背的。从法院角度来
说，要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通
过警示教育，在社会上营造保护环境
的良好氛围，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楚 仑 周晓惟敏）

长沙公开宣判一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被告人江天勇获刑二年 当庭表示不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