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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28日（总第7224期）

深圳市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财务
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
月1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案号：（2017）粤03破147号】，并指定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根据企业破产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你们应当妥善保管
所占有和管理的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依法配
合管理人的接管和清算工作。请你们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路敦煌大厦9B、
C；联系人：韦李红；电话：13570855737）移交与债务人相关的全部
财物和资料。如不履行法定义务，将可能被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
任。 深圳市迪凯特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东莞市凌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
申请深圳市大亚洲五金钢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洲公司”)进
行破产清算，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裁定受理。查明，案件受理后，因
债务人大亚洲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收其财产和账册。经调查，
大亚洲公司仅有1409718.41元银行存款。在本案破产程序中，共有13
家债权人申报债权，已经本院裁定予以确认，确认债权的总额为人民
币6219011.44元；经管理人调查，大亚洲公司职工106人，职工债权总
额2414245元。大亚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经管理人清查，证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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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裁定宣告
大亚洲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开封市博茂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1月28日裁定受理河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河南宋
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河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河
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23日之前，向河
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开封市金明大道与万胜路
交叉口东南角中州银座商务酒店605房间；邮政编码：475000；联系电
话：0371-22663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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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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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供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3月10日9时在开封市大众剧院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鼓楼街12号）。依法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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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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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滑县食品公司关闭解散清算组的申请,于2017年10月9日
裁定受理了滑县食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确定滑县食品公司关闭
解散清算组担任管理人。滑县食品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1日前
向滑县食品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联系人:张永跃;通讯地址:滑县商务局;
邮政编码:456400；联系电话:13937268950)。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一条之
规定,有关滑县食品公司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经开
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滑县食品公司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滑县食品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新提起有关滑县
食品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滑县食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3
月24日上午10时在河南省滑县金麒麟酒店(地址:河南省滑县道口镇解
放北路老电业局二楼)会议厅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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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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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河南省中牟县化肥厂破产清算一案，于2007年5
月10日作出裁定宣告破产，现债务人的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于
2017年12月21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不再清偿。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方勇、成民根、超拨音响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艾克斯尔乐
器音响有限公司：本院根据无锡市聚科电气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2月5日裁定受理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
苏狮山律师事务所为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你们作为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的股东，对苏州
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负有清算义务。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你
们应向管理人提交你们掌握的关于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的财产、
账册、合同等所有资料。若怠于履行上述义务，致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
公司无法完整清算的，待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
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讼要求你们对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的债务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奚彩年的申请于2017年11月1日裁定受理江苏亨
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亨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11月22日指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为亨正公司管理人。
亨正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亨正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34号十楼；邮政编码：212003；联
系人蒋森林律师13951281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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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亨正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亨正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3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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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广州钢铁厂技工学校实习工厂强制清算一案【案号：
（2017）粤01强清10号】，因广州钢铁厂技工学校实习工厂已被吊
销营业执照，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广州钢铁厂技工
学校实习工厂的股东，也无法向清算组移交广州钢铁厂技工学校
实习工厂的全部账册等重要文件，清算组仅可以依据现有帐册等
重要文件进行部分清算，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故清算组以无法全面
清算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8条的规定，
于2017年12月15日裁定终结广州钢铁厂技工学校实习工厂强
制清算程序。 广州钢铁技工学校实习工厂清算组

2017年12月21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州嘉隆资产经

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7）粤01强清19
号】，因广州嘉隆资产经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09年之前的财
务资料已遗失，清算组无法全面清查核实其资产、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故，清算组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8条、
第36条、第38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终结广州嘉
隆资产经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嘉隆资产经营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1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东省金茂贸易公司
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7）粤01强清14号】，因广东省金茂贸
易公司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财务资料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
的去向不明，清算组无法接管，无法全面清查核实其财产状况，
故，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结强
制清算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8条、第36条、第38条之
规定，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终结广东省金茂贸易公司强制清
算程序。 广东省金茂贸易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0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东国际房地产实业开
发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7）粤01强清13号】，因广东国际房
地产实业开发公司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财务资料及其他经营
管理资料的去向不明，清算组无法接管，无法全面清查核实其财产
状况，故，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结
强制清算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28条、第36条、第38条之规
定，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终结广东国际房地产实业开发公司强
制清算程序。 广东国际房地产实业开发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0日
经广州市农业服务公司清算组对广州市农业服务公司

（以下简称“农业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因未
能发现农业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及已知债权人等，在债权
申报期内亦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
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19日裁定终结广州市农业服务公司
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市农业服务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5日
经广州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农业企业公司清算组对广州

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农业企业公司（以下简称“外经公司”）的
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因未能发现外经公司的财产、账
册、文件及已知债权人等，在债权申报期内亦无债权人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
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裁定终结外经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市对外经济发展公司农业企业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25日

经广州市农业局物资站清算组对广州市农业局物资站（以下
简称“物资站”）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因未能发现物资站的
财产、账册、文件及已知债权人等，在债权申报期内亦无债权人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
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19日裁定终
结物资站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市农业局物资站清算组

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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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中院宣判一起网络诈骗案
11人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通讯
员 吴玉萍 孙 玲 赵亚峰） 近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被告人张东华、游正权、余洋等 11
人在境外利用网络设备对国内居民实
施诈骗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诈骗
罪分别判处张东华、游正权、余洋等
11 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二年不等，
并处罚金。该案系天津警方根据公安
部的统一部署，与老挝警方共同侦破
的跨国犯罪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3 月
初，被告人张东华组织被告人游正
权、余洋、张国东、杨雷、黄旭
（小）、郑耀权、黄旭（大）到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参加了台湾籍人员组织
的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同年3月10日
至3月27日，该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在
巴厘岛一别墅内，使用软件模拟国内
银行和司法机关办公电话，用国际网
络拨打国内居民电话号码，编造被害
人医保卡或银行卡被他人冒用，司法
机关须清查被害人银行卡内资金的事
由，诱使被害人将银行卡内钱款转入
诈骗集团提供的银行账户，先后骗取

16人共计人民币101万余元。2016年
3月26日至6月17日，张东华再次组
织诈骗团伙，在老挝万象市占塔武里
县一平房内，采用向国内居民发送医
保卡购买违禁药品的语音包，诱使被
害人回拨电话，及采取用模拟的社保
局、银行、公安局的电话直接拨打国
内居民电话的方式，逐级诱使被害人
将银行卡内钱款转入该诈骗团伙提供
的银行账户，先后骗取 43 人共计人
民币105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东
华、游正权、余洋等11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
人财物，其中张东华、游正权、余洋、张
国东、杨雷、黄旭（小）、郑耀权、黄旭
（大）、罗国平、龙思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王慧诈骗数额巨大。在共同犯罪
中，被告人张东华是主犯，其他被告人
是从犯，依法分别予以处罚。上述各
被告人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境
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应从重处罚。
鉴于被告人当庭能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有坦白情节，可酌予从宽处罚。遂
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通讯员
简永辉） 12月26日，江西省新余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与被
告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等五单位环
境污染责任公益诉讼一案，依法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五被告赔偿因违规排放废
液废水造成的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费用等 3700
余万元，并在省级媒体向公众赔礼道
歉。

该案备受社会广泛关注。原告系环
保部主管的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
今年9月30日，新余中院院长熊春安担
任审判长，并组成五人制合议庭，对此
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宜春中安公司经营的粗铟工厂无危
险废物经营资质、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同意、未配套任何污

染防治设施。湖南珊田投资集团汇金有
色资源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并参与非法生
产经营，江西龙天勇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新余市博凯再生资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常宁市沿江锌业有限责任
公司，违反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向宜春
中安公司提供危险废物。宜春中安公
司在生产过程中，将未经处理的含
镉、铊、镍等重金属及砷的废液、废
水，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直接排入
袁河流域，造成新余市第三饮用水厂
供水中断的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

事件发生后，宜春中安公司被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
行政处罚；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的几名
被告人均被定罪处罚。

新余市环保局委托环境保护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涉案水体污染事件

环境损害进行鉴定，华南研究所出具了
评估报告，鉴定结论为：应急处置费
用 926 万余元，应急监测费用及专家
技术咨询费 195 万余元。华南研究所
作出的 《量化评估》 专家意见认为，
涉案水体污染事件特征污染物对袁河
流域及湖泊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在
2016年12月基本恢复至基线水平，并
根据资源等值分析法和虚拟治理成本
法计算出了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数
额。新余中院综合此次环境侵权事件
中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
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侵权
主体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参考华南研
究所的专家意见，酌情认定本次环境
侵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
226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中华环保联

合会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
体，其要求宜春中安公司等五被告立
即停止违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通
过江西省级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并
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依
照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
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遂依法作出前
述一审判决。

2016年4月，宜春中安公司等违法
排污导致新余市袁河流域水质产生污
染，并影响新余市部分居民的用水供
给。事件发生后，新余市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排查并切断污染源，积极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市民用水安全。同时从严控
制工业污染，大力整治农业污染，加强
袁河流域生态修复，到 2016 年 12 月，
袁河流域及湖泊生物群落结构基本恢复
至基线水平。

违法排污致江西新余袁河流域水质污染
五公司被判赔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3700万元

本报淮南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刘凤玉 ）
今天上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作出二审判决，认
定车主胡某“未领取检验标志”不属于

“未按规定检验”，保险公司不应拒绝理
赔，并判令保险公司赔付胡某保险金
26700元。

胡某的轿车向安邦财险淮南支公
司分别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和机动车损失保险。2016 年 10 月 30
日，胡某驾车由于未与前车保持安全
距离，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小车追尾碰
撞。淮南市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胡某向保险公司理赔时，
却被告知因未按法律规定检验，拒绝
理赔。经多次协商未果，胡某起诉至
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
明确约定，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
格保险公司可以拒赔。胡某车辆没有
按规定检验，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驳回了胡某的诉讼请求。胡某向
淮南中院提起上诉，认为此次事故与
车辆的安全性能没有任何联系，且其
车辆处于免检期内，只是未及时申领
检验标志，不属于免赔情形。

淮南中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公
安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下发了 《关
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
见》，该意见第11条规定，自2014年9
月1日起，试行6年以内的非运营轿车
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免检制
度。对注册登记 6 年以内的非营运轿
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每 2
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

供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凭证、车船税纳
税或者免征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
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
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
通事故处理完毕。但车辆如果发生造
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仍应按原
规定的周期进行检验。胡某车辆所在

的合肥市，已经开始贯彻实施该意
见。胡某的车辆于 2012 年购置并办理
车辆注册，且非营运轿车，目前处于
免检期内。胡某只需要提供相应材
料，无需对投保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即可申领检验标志。故双方对于案
涉免责条款所载“未按规定检验或检
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产
生了不同的理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之所
以关注发生保险事故时车辆是否存在
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情形，其出
发点在确定车辆符合安全技术检验要
求，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赔
付风险。遂作出上述判决。

车主“未领取检验标志”不等于“未按规定检验”
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该理赔

本报讯 在一起电动自行车相撞
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中，肇事者认为伤
者装2颗烤瓷牙花了3680元，超出了
规定标准的两倍多，而且主张后续换
牙费用也没有依据，因此拒绝赔偿。

12 月 26 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
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认为原告
张女士的伤牙位置为门牙，在医生推
荐下选择适当好一些的材质情有可
原，且该费用亦非明显偏高，判决被
告邵某赔偿换牙费 3680 元、医疗费
1935 元及后续 3 次换牙费用 11040
元，共计16655元。

2016 年 6 月 17 日 8 时许，邵某驾
驶电动自行车不慎撞上了张女士驾驶
的电动自行车，张女士当即翻倒在
地。从地上爬起来后，张女士感到自
己的两颗门牙咯噔响了一下，不一会
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她赶紧拨打
了 110。交警部门认定，邵某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张女士无责任。

当日，张女士在南通市第四人民
医院就诊，诊断为牙外伤。6 月 20
日，在南通市口腔医院就诊，诊断为
1⊥冠折、21⊥牙震荡，医院建议进行
观察。7月4日，张女士在刘某的陪
同下在南通市口腔医院继续就诊。9
月5日，张女士在南通市口腔医院诊
断为21⊥尖周炎，后在该院花费3680
元装了2颗烤瓷牙。随后，张女士向
刘某要求赔偿换牙费 3680 元、医疗
费 1935 元及后继 4.5 次换牙费共计
1.7万余元，但刘某认为费用偏高予
以拒绝。于是，张女士一纸诉状将刘
某告上了法院，提出上述诉求。

法庭上，刘某声称，她咨询过几
家保险公司，均答复交通事故中换牙
的费用在伤者提供充分的医疗报告和
鉴定报告的前提下，保险公司一般赔
偿每颗牙600至800元，而被告所装
的2颗烤瓷牙达到了每颗1840元，超
出了规定标准的两倍多，而且后续更
换年限也没有依据。

张女士辩称，其受伤的是两颗门
牙，所换的2颗烤瓷牙是医生治疗时
所推荐的，价格比最低烤瓷牙的价格
也高不了多少；关于后续换牙的时
限，事故发生时其35岁，每10年需

要换一次牙，这也是医生跟其确认过
到期需要更换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原告
所换2颗烤瓷牙的费用，虽较最低标
准的烤瓷牙类型高一些，但是考虑到
原告的伤牙位置为门牙，在医生推荐
下选择适当好一些的材质情有可原，
且该费用亦非明显偏高，故应予以认
可。

关于烤瓷牙的使用寿命，原告主
张更换周期为10年，考虑到原告安装
的烤瓷牙价格在国产烤瓷牙品种中相
对较高，其使用寿命应当适当延长，故
更换周期以13至15年计算为宜，结合
原告现在的年龄，支持原告后续三次
换牙费用。后续换牙费用原告主张按
照已经发生的每颗 1840 元计算并不
偏高，应予以支持，故法院确定后续义
齿 费 用 为 11040 元（1840 元/颗 × 2
颗×3）。至于医疗费已实际发生并有
相关票据为证，亦应予以支持。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起事故中，
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女士无
责任，双方所驾车辆均为非机动车，
故认定张女士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上述
共计16655元损失应由被告刘某承担
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遂作出上
述判决。

刘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陈向东 徐振宇）

2颗烤瓷牙3680元 肇事者质疑费用过高拒赔
法院：伤牙为门牙，选择材质可适当好些，应予赔偿

免责条款概括性约定达不到提示明确说明目的
保险公司拒赔未获法院支持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员
陈敏琦）在机动车商业保险中，保险人
对免责条款以概括性兜底方式进行提
示，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能否达到法
定的提示、明确说明的目的？保险公司
拒绝赔偿能否得到支持？近日，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结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二审认为
商业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作概括性约定

达不到提示、明确说明的目的，对投保
人晏某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依法支持晏
某的上诉请求，改判保险公司赔偿晏某
车辆损失等共计17019元。

2015 年 7 月 13 日，晏某为其轿车
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并不计免赔。次
年 5 月 14 日，其将车辆借给案外人李
某，当日，还在实习期内的李某驾驶该

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与道路右侧护坡及
反光立柱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及高速公
路路产不同程度受损。后交管部门认定
李某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定
损车辆定损合计金额16725元，另晏某
还支付施救费294元，之后保险公司出
具了《拒赔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公安部《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李某在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实习期内即驾驶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行驶，且无持相应或者更高
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
同，其行为违反此规定。且保险公司已
尽到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符合合同约
定的免责情形，故依法驳回晏某的诉讼
请求。

宣判后，晏某以保险公司未明确说
明“实习期上高速”为保险商业险免责
情形等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
决，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

成都中院二审认为，保险公司免责
条款作兜底、概括性约定实际上并未尽
到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本报凭祥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张燕燕 黄舒萍）今
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对
吕石超等 18 人重大涉黑案件进行一审
宣判。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聚众
斗殴罪等6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主犯
吕石超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其他被告

人谭政宽等 17 人分别以上述全部或部
分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至二年零八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初以
来，被告人吕石超为非法获取经济利
益，以凭祥市上石镇一出租屋为据点，
组织纠集了一批同伙将势力范围扩大，
发展形成以吕石超为组织者、领导者，谭
政宽、全祝德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先后通过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手段聚敛

财物，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逐
步控制、垄断中越边境1165界碑至凭祥
市上石镇附近的走私通道，给当地人民
群众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了当地经
济、社会稳定和边境安定。

经查实，该犯罪组织实施了寻衅滋
事 1 起，故意伤害 1 起，敲诈勒索 10
起，非法持有枪支、弹药1起，聚众斗
殴1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吕石超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采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一系
列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罪，敲诈勒索罪等罪，数罪并
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
谭政宽、全祝德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等罪，数罪并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九年、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并处罚金；其他被告人农永强、黄小
鹏等 15 名被告人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敲诈勒索罪等罪，数罪并罚，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至二年
零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广西凭祥重大涉黑案一审宣判
18人涉6项罪名 主犯领刑25年

“在侵权赔偿案件中，像烤瓷
牙、假肢、助听器等，只要有使用寿
命，或者根据不同年龄需要作更换
的，伤者都可以向法院要求判赔更换
费用，但提出的费用必须是有必要，
且价格要合理，否则就难以得到法院
的支持。”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吕敏介
绍说，本案中，关于后续义齿费，考
虑到烤瓷牙冠具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且张女士尚年轻，后续换牙费用必然
发生，为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法
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酌定续换三
次较为合理。

■法官说法■

从本案事实来看，胡某的车辆处
于免检期内，不需要做安全技术检
验，只需要申领检验标志即可，而胡
某未及时申领标志，并未导致车辆安
全性能降低，从而放大发生事故的风
险。另外，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

系格式条款，在发生理解争议时应当
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此，
胡某未按规定及时申领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不属于“未按规定检验”的行
为，保险公司不能依据该免责条款拒
赔。

■法官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