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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院再审改判五名被告人无罪
五人均曾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十五年徒刑以上重刑

广西柳钢集团原董事长梁景理
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罪一审被判20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12日（总第7321期）

金华：本院受理尹兴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2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业云：本院受理原告陈国义与被告陈业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681民初16969号案件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陈国义起
诉要求：一、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货款232167元，并支付该款项从2017年6
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杨秀丽、人民陪审员斯梦洁、黄潮娜组成合议
庭，审判员杨秀丽担任审判长，定于2018年7月16日8时50分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进行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胡保兴、李华妹、深圳市中恒祥盛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被告胡保兴、李华妹、深圳
市中恒祥盛物流有限公司押权纠纷20案，案号为（2018）粤0303民初
5537-5546、5557-5566号。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以上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2018年7月31日9时
30分、2018年7月31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五楼第12审判庭，请
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李东法：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拉萨天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再审
被申请人刘美辰、周信芳、周信言、周存锋、齐爱华、李东法的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林州市石油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
（2018）豫0581破申1-1号裁定受理林州市石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河南广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债务人林州市石油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1个月内，向债务人林州市石油公司的管理人河南广亚律师事务
所（债权申报地址：林州市人民路77号第四招待所院内南二楼214房间；联
系人：李存伏13937285553、刘金涛18790811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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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石油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林州市石油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
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林州市人民路林虑宾馆二楼东小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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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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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常州市长舒塑料有限公司、常州长翔塑料有限公司、常州京
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高邮亚普塑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受理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组为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债权人应自2018年6月27日前，向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河南省郏县龙山大道与兴业路交叉口向北约300米路西圣光
集团职工公寓楼一楼；邮政编码：467000；联系电话：0375-7085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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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光医
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圣光医用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7月
10日上午8时30分在河南省郏县龙山大道与兴业路交叉口向北约300米
路西圣光集团职工公寓楼一楼（如有变动，另行通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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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以（2018）豫10民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裁定受理河南旭达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河南金泰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公司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南关大街鼎鑫商务广场B座25楼2510
室；邮编：461000；联系人：孙淑敏；电话：13137437499、0374-
4392050）书面申报债权。未在上述申报期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程
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本院定于2018年7月20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20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地址：河南
省许昌市魏文路与前进路交叉口）。依法申报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你公司自愿与我行签订主合同【名
称：《进口押汇总协议》，编号：25020380-2014(进口押汇)-00001；

《开立不可撤消跟单信用证总协议》，编号：25020380-2014(惠嘉开
证)-001；《进口代付业务总协议》，编号：25020380-2014(进口代
付)-00001)；《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并在以上协议项下共产生贷
款31笔逾期贷款，从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 20日止，公
司共积欠我行美元贷款29笔，金额共计179，213，280.71美元，美
元利息共计 45，560，765.99美元，国内信用证垫款 2笔金额共计

99，711，256.56元，人民币贷款利息共计60，648，809.76元。针对以
上债权债务，我行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请尽快筹措
资金偿还我行到期贷款本息。我行保留依照有关法律和保证合同采
取相应措施的权利。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汇通支行

2018年3月29日
张利华、吴淑珍：你们于2014年7月30日自愿为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

公司(借款人)在我行主合同【名称：《进口押汇总协议》，编号：25020380-
2014(进口押汇)-00001；《开立不可撤消跟单信用证总协议》，编号：
25020380- 2014(惠嘉开证)- 001；《进口代付业务总协议》，编号：
25020380-2014(进口代付)-00001】项下债务提供不可撤消连带责任担
保，并与我行签订不可撤消担保函。现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我行
贷款已逾期，经我行催收从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20日
止，该公司共积欠我行美元贷款29笔，金额共计179，213，280.71美
元，美元利息共计45，560，765.99美元，国内信用证垫款2笔金额共计
99，711，256.56元，人民币贷款利息共计60，648，809.76元。针对以上债权债
务，我行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请尽快筹措资金履行保证责任，
或督促借款人偿还我行贷款本息。我行保留依照有关法律和保证合同采取
相应措施的权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汇通支行

2018年3月29日
云南惠嘉集团有限公司：你公司于2014年4月1日自愿为云南惠

嘉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我行所有本外币贷款提供最高金额在人民币壹
拾五亿元的最高额保证，保证合同编号：2014(保)字汇通000001号。现
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我行贷款已逾期，经我行催收从2014年
10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20日止，该公司共积欠我行美元贷款29
笔，金额共计179，213，280.71美元，美元利息共计45，560，765.99美
元，国内信用证垫款2笔金额共计99，711，256.56元，人民币贷款利息
共计60，648，809.76元。针对以上债权债务，我行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主张权利，请尽快筹措资金履行保证责任，或督促借款人偿还我
行贷款本息。我行保留依照有关法律和保证合同采取相应措施的权
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汇通支行

2018年3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 致王斌、昆明海星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李育三

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投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6)云
0102民初203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月16
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转让，
特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雷苏尔、石林顺达林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王微生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
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
(2016)云0102民初630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
年3月16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
括转让，特此告知，烦请知悉。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王云昆、马龙县云昆养殖有限公司、张象琳
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投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6)云
0102民初630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月16
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转让，
特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陈学辉、昆明梅子井酒业有限公司、范立敏、
汪艳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6)云
0102民初630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月16
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转让，特
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叶建平、古城区含城别苑客栈、彭志英以
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投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己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7)
云0102民初200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
月16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
转让，特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周勇、昆明百瑞尔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周秀
茂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人：云南世银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6)
云0102民初274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月
16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转
让，特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致杨学峰、罗耀华、舒抒、云南维峰电气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以及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所有债权
人：云南世银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将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第(2017)云0102民初022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所有债权于2018年3月16日出让于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转让方式为概括转让，特此告知，烦请知悉。

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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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4月11日电 （记者 周
瑞平）今天下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
春、周正国、周在化故意杀人再审案公
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裁定，改
判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
周在化无罪。

1996 年 8 月 25 日晚，安徽省涡阳
县新兴镇南张村大周自然村村民周继顶
的女儿周素华在家中被害身亡，周继顶
及妻子刘素英、女儿周春华被害受重
伤，儿子周保华被害受轻伤。安徽省阜
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周继坤、周家华、周
在春、周正国、周在化犯故意杀人罪向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阜阳中院于 1999 年 3 月 29 日作出刑事
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周继坤、周家

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周继坤、周家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各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万元；判处周在
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 7000
元；判处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十五
年，各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
失 5000 元。宣判后，周继坤等五人及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
上诉。安徽高院二审以原判认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
回重审。阜阳中院重审后作出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继
坤、周家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判决内容与前
次相同。宣判后，周继坤等五人及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

上诉。2000 年 10 月 8 日，安徽高院二
审裁定维持原判。

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周继
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
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诉。安徽高院立案复
查并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安徽高院再审经审理认为，原裁判
认定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
春、周正国、周在化犯故意杀人罪的主
要依据是周继坤等五人的有罪供述，以
及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基本一致。
但综观全案，缺乏能够锁定周继坤等五
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周继坤等五人的
有罪供述在作案的重要情节上存在诸
多矛盾，供述内容与鉴定意见反映的
情况不符，有罪供述的客观性、真实
性存疑；证人证言多次反复，且证明
内容不能与被告人供述相印证；被害

人周春华的陈述前后不一，且陈述内
容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矛盾。原
裁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
证据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
法定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周继坤等
五人作案的唯一结论。原裁判认定原审
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
国、周在化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原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诉
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遂依法作出上述
终审判决。

宣判后，安徽高院告知周继坤等
五名原审被告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
利，并对被害人及近亲属做好抚慰工
作。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
立案侦查，加大侦查力度，查清案件
事实。

本报南宁 4月 11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丘 毅 孙晓梅）
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广西柳钢集团原董事长梁景理
等人进行一审宣判，以受贿罪、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判处被告人梁景理
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8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梁景理
利用担任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柳钢集团） 董事长、党委
书记的职务便利，指使其儿媳宋某与
商人李某在香港成立某集团有限公
司，审批通过该公司和柳钢集团的焦
煤进口合作，由该公司从美国订购焦
煤转售给柳钢集团，并同意为该公司
出具可转让信用证及免收合作保证
金，2012 年至 2013 年间，该公司共完
成13船转售焦煤业务，获取价差利润
1085万余美元，按照事先约定梁景理
通过宋某可获得其中一半利润542万
余美元。李某还承诺在其一半利润中
给予15%的好处费给梁景理，经核算
该部分钱款为56万余美元。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间，
为弥补违规持股的 35 名柳钢集团干
部职工的分红损失，梁景理在审核柳
钢集团各部门提交的工程奖励、年薪
发放名单表时，指使朱传宾、林春英
通过虚增奖励或年薪的方式，从柳钢
集团套取公款共计563.5万元，并分
发给包括朱传宾、林春英在内的 35
名人员。其中，朱传宾得款 14.5 万
元，林春英得款21万元。

2009年8月，梁景理通过朱传宾
擅自使用柳钢集团职工持股会资金，
致使持股会到期无法缴纳税费，为
此，2010年4月，梁景理未经领导班
子同意，指使朱传宾等人从柳钢集团
下属集体企业柳州某工贸有限公司挪
用公款 2000 万元，以李朴成借款为
名转入李朴成账户后用以缴纳税费。

2010 年 5 月，在梁景理的指使
下，朱传宾、林春英、胡兵、李广、

段磊将职工持股会及所投资成立的关
联公司未到保管期限的会计资料予以
销毁，含会计凭证共 27 本、会计账
簿40本。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景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梁景理
伙同被告人朱传宾、林春英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以虚增资金等手段非法侵
吞国有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均已构成贪污罪；梁景理指使他人挪
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
还，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
款罪；梁景理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
近亲属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
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梁景理伙同朱传宾、林春英、胡兵、
李广、段磊等被告人为逃避审计调查
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和账簿，情节严
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罪。鉴于梁景理有自
首、坦白等情节，对梁景理犯贪污罪减
轻处罚，对梁景理犯受贿罪、挪用公款
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从轻处罚。故一
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梁景理有期徒
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
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
罚金20万元；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六年；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
元；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
年，并处罚金85万元。

同案审理的被告人朱传宾、林春
英、胡兵、李广、段磊、李朴成、被
告单位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也分别被
以贪污罪、受贿罪、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
位受贿罪判处相应刑罚。

本报讯 某微信公众号发布《这下
知道黑猫警长单身 30 年的原因了》 一
文，擅自使用经典动画形象“黑猫警
长”。“黑猫警长”角色造型的著作权人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
厂”）将运营该公众号的账号主体温州
某科技有限公司告到法院，要求公开赔
礼道歉并索赔经济损失 10 万元。近
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定该科技公司构成侵权，判令其立即
停止侵权并删除这篇文章，并赔偿美影
厂经济损失2万元。

“能不能留一个你的电话？”
“110。”
以上对话来自 《黑猫警长 2010 电

影版》。2017年5月30日，某微信公众

号截取该电影的上述对话画面，发布了
一篇文章，文章中所附图片5张，其中
4 张图片中共有 4 个“黑猫警长”形
象，以 《这下知道黑猫警长单身 30 年
的原因了》予以发布，文章尾部还附有
商业广告推广内容。

美影厂诉称，该厂拥有动画片《黑
猫警长》中“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
作品的著作权。其认为，上述公众号未
经同意使用了“黑猫警长”的形象。

经查，该微信公众号由温州某科技
有限公司备案运营。

在对涉案证据进行证据保全后，
2017年9月1日，美影厂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该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
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2018 年 2 月 13 日，鹿城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被告未出庭应诉。

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著作
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
学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
式复制的智力成果。“黑猫警长”造型
设计者通过独特的五官、身体比例、
色彩及线条，塑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

“黑猫警长”角色造型，该作品具备独
创性，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艺术美
感，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影视作
品。

美影厂享有“黑猫警长”影视作品
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温州某科
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的

《这下知道黑猫警长单身 30 年的原因

了》 一文中所附 5 张图片中共有 4 个
“黑猫警长”形象，该“黑猫警长”与
美影厂享有权利的“黑猫警长”美术作
品在人物体貌和服饰造型等主要特征方
面基本相同。

该科技公司未经美影厂许可，在其
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其享有著作权的

“黑猫警长”美术作品，侵犯了其著作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性质、点
击数量、侵权行为的情节及后果、涉案
图片的使用位置及使用方式、被告公司
的经营规模，以及美影厂为制止侵权行
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
科技公司赔偿美影厂经济损失及维权合
理开支共计2万元。

关于美影厂要求科技公司赔礼道歉
的诉讼请求，因其没有举证证明其名誉
因此受损，且赔礼道歉属于侵犯著作权
人人格权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对该项诉
请法院不予支持。 （鹿 萱）

微信公众号擅用“黑猫警长”形象被判侵权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审获赔2万元

本案被告科技公司侵害的是著作
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
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
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
作品的权利。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
他人的作品，可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
可呢？法官提醒，著作权法区分了两
种情况：一种是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也无需支付报酬：为了个人学习、
研究、欣赏、新闻报道等 12 种合理使
用，但这 12 种合理使用范围仅适用于
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限制。第二种
情况是，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著作
权人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

酬，如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
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
而编写出版教科书。

法官强调，包括上述两种情况，任
何人使用他人作品时，都要指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
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
体”，运营微信公众号的人不在少数，
不少人为了推广微信公众号，图文并
茂，声像俱全。法官提醒，无论是否以
营利为目的，只要使用了他人创作的图
片、文字、音乐、影像、动漫形象等作
品，都需要指明作者姓名，并表明已经
作者同意，支付报酬，否则就可能构成
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官说法■

本报讯 妻子离家打工杳无音
讯，多年后却到法院起诉离婚，在家抚
养孩子的丈夫，是否有权要求对方补
偿离家期间对子女的抚养费？近日，
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离婚纠
纷案作出判决，准许原、被告离婚，但
原告须补偿离家期间对子女的抚养费
5.6万元，并且今后按每月500元的标
准继续支付抚养费给婚生子，直至孩
子年满十八周岁止。

原告胡某与被告李某于 2001 年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次年胡某生下长
子李某斌，2007 年生下次子李某辉。
2008年，胡某以家里没有经济收入为
由撇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外出
打工，近十年音讯全无。

2017 年 5 月，胡某向平远法院起
诉离婚，称婚前对李某缺乏了解，婚后
李某脾气暴躁，难以沟通，且有赌博恶
习，屡劝不改，对家庭不负责任。分居
多年，双方感情已经完全破裂，双方无
共同财产和共同债权，请求法院判令
准予她与李某离婚，婚生子李某斌、李
某辉由被告李某抚养。

被告李某答辩称同意胡某全部诉
请，但胡某需支付自2008年离家至儿
子年满十八周岁止共13.02万元，加上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到广东平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万
元用于家庭共同开支消费，原告需支
付5000元，合计13.5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离家多年，
与被告分居生活至今，互不尽夫妻义
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原告起诉离
婚，理由正当，应当予以支持。儿子长
期随被告生活，也表示愿意继续随被
告生活，故应该由被告抚养，由原告按
月支付儿子抚养费。原告胡某在庭审
时自认其确实自 2008 年开始未支付
过抚养费，故被告李某要求原告补偿
儿子抚养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但被告
索要抚养费的数额及计算方法无合法
的依据，故法院仅予以部分采纳。鉴
于原告目前并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
入，但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费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原告应从
2008年1月开始按每个月500元的标
准支付抚养费给婚生子李某斌、李某
辉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

法院作出判决，准予原、被告离
婚，婚生子李某斌、李某辉均由被告李
某抚养，原告胡某须一次性支付离家
期间对子女的抚养费5.6万元，并按每
月500元的标准于每月9日前支付李
某斌、李某辉开庭之日起至两人年满
十八周岁止的抚养费。原、被告共同
按贷款合同约定向广东平远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偿还所借1万
元的农户小额贷款本息。

（黄义涛 刘翠红）

妻离家多年诉离婚 夫索要孩子抚养费
法院判决原告补偿并继续支付抚养费至儿子成年

本报讯 在洗车公司洗车时，被二
楼顶部外墙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经鉴
定，伤情为十级伤残，近日，家住佛山的
颜先生不幸遭遇了这件事。为维护自身
权益，颜先生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洗车公司及
其股东吴某、该建筑用地的所有权人村
委会及经济社赔偿23万余元。最终，法
院判处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经济
社赔偿颜先生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残疾
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2017年8月1日中午，颜先生来到
位于禅城区的一家洗车公司洗车，在等
待车辆清洗的过程中被从二楼顶部外墙
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随后，颜先生被
送往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

“开放性颅骨骨折、头皮挫裂伤、右前
臂皮肤挫裂伤”，因为这次事故，颜先
生共支出了医疗费4万余元，其中被告

村委会垫付了3.5万元，洗车公司股东
吴某垫付了6547.1元。

颜先生诉称，被告洗车公司是该建
筑物的使用人，被告吴某是洗车公司的
一人股东，被告村委会和经济社是所有
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以
上四被告应就本次事故对其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因其本人是上海市非农业
户口，认为残疾赔偿金应按上海城镇标
准计算，四名被告赔偿包括医疗费、伙
食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在内
的损失23万余元。

经济社表示，其已将涉案建筑物租
赁给洗车公司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
业的管理和维护由洗车公司负责，因此
其没有任何责任。洗车公司作为经营者
应该提供安全的场所为顾客服务，因此
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由于颜先
生及其家人长期在佛山居住生活，因此

赔偿应当按照佛山的标准进行计算。庭
审中，该经济社承认颜先生是被二层顶
部脱落的外墙瓷片砸伤，也表示在事发
后为安全起见拆除了其余的外墙瓷片。

村委会辩称，其并不是涉案物业的
所有人、使用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
体，不应承担责任。

洗车公司及股东吴某辩称，颜先生
的事故与其无关，脱落、砸伤原告的瓷
片并非属于其租用的物业，洗车公司只
租用了首层铺位，而脱落的瓷片来自二
楼的外墙。此外，村委会及经济社有独
立的法人资格，亦为涉案建筑物的所有
人，因此应当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属于物件脱
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该案中，颜先
生是在首层铺位前的公共区域内等待洗
车时被脱落的瓷片砸伤，其对事故的发
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有权向涉案物

业的所有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主张赔
偿权利。

经济社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和管理
人，其没有举证证明其在本次事故中没
有过错，故其应向颜先生承担赔偿责
任。其辩解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洗车公
司和吴某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业的
管理和维护由吴某负责，故其无须承担
赔偿责任的意见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
符。因吴某承租的涉案物业是首层铺
位，而非二层物业的使用人，且砸伤原
告的瓷片位于二楼顶部，是二楼的专属
区域，并非首层与二层相连的公共部
位。事发后，经济社及时拆除了其他有
安全隐患的外墙瓷片，也说明其明知对
涉案物业的二层负有管理、维护义务。

关于洗车公司、吴某和村委会，因
均不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使用人，且村委会亦非租赁合同的当事
人，其与经济社均为独立法人，故均无
须在本案中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由于
颜先生经常居住地是佛山市，应当按照
佛山市赔偿标准计算。

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罗倩琳 李允玲）

洗车时被楼顶脱落的瓷片砸伤 谁来担责？
法院判决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