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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
34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诈骗学生300余名 涉案金额190余万元
被告人犯集资诈骗罪一审获刑十年

缓刑考验期间擅自出境15次
广东一男子被法院撤销缓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有钱买车却不还债 安徽一男子因拒执被判刑

女子整形整成八级伤残
美容机构被判赔偿21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0日（总第7347期）

本院受理贺啟忠申请宣告贺啟仁死亡一案，经查：贺啟仁，
女，1970 年 3 月 26 日出生，汉族，原住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里
17 楼 2 单元 102 号，于 2001 年 7 月 11 日走失，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贺啟仁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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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锡棉申请宣告梁其死亡一案，经查：梁其，男，汉
族，1933年 5月 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富华坊 2
号。梁其自 2013年 7月离家后失踪，经家人多方寻找，至今仍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梁其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卢淑鑫申请宣告卢国雄死亡一案，经查：卢国雄，

男，汉族，1969年 8月 18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九 江 镇 西 桥 村 塘 角 巷 1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0622196908182538，卢淑鑫于 2014年 3月 15日报警称卢国雄
失踪，具体失踪日期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卢国雄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洪明申请宣告陈
楊明死亡一案。申请人陈洪明称，其与被申请人陈楊明为兄弟关
系，被申请人陈楊明于1995年8月10日外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二十多年。现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陈楊明死亡。下落不明人陈楊明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楊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陈楊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陈楊明情况，向本院报告。[广东]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2018)粤0307民特121号,本院于2018年4月8日受理申请人深
圳市龙岗区社会福利中心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龙细妹公民失踪一案。
经查：龙细妹，女，汉族，1994年1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龙 城 街 道 办 清 水 路 8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307199401181820。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接收单位。2010年5月
27日被申请人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西社区金平少年儿童助
养中心务地埔点走失，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找被申请人龙细
妹的公告，公告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被申请人龙细妹应

当在本公告期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否则，被申请人龙细妹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被申请人龙细妹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法院报告（联系电话：075528923229，075589552391）。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程建刚、程建红申请
宣告王配英失踪一案。申请人程建刚、程建红称，其母亲王配英
于2008年3月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配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王配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配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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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配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灵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起航、刘亚楠申请宣告赵巧失踪一案，经查：赵
巧 ，女 ，1990 年 2 月 15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822199002154822，于 2013 年 2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赵巧本人或者知道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
法宣告赵巧失踪。 [河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博文申请宣告王艳葵失踪一案，经查：王艳葵（身份
证号码：452723197909291226)，女，1979年9月29日出生，壮族，户
籍地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城东二路3-4号，于2010年5月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王艳葵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艳葵失踪。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博申请宣告田燕玲失踪一案，经查：田燕玲，女，
1972年 11月 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夏集乡田洼村田
洼，身份证号码：412902197211122780。于2002年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田燕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河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明正申请宣告张
荣玲（女，身份号码412902197803201765，住河南省邓州市白牛镇
扇刘村一组）失踪一案。申请人称，其妻张荣玲于2001年12月不辞
而别。下落不明人张荣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荣玲将被宣
告失踪。凡知悉张荣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将知悉的张荣玲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许克南申请宣告张
海英死亡一案。申请人许克南称，许克南与下落不明人张海英系
母子关系。张海英于 2005年 4月走失，至今音讯皆无。许克南与
亲朋好友四处寻找，一直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张海英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张海英将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海英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海
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柴河林区基层法院

本院受理王思博申请宣告陈文丽失踪一案，经查：陈文丽，
女，1985年8月29日出生，于2011年起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其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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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国东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海瑞死亡
一案，经查：杨海瑞（公民身份号码 231121199502280113，男,
1995 年 2 月 28 日出生，原住黑龙江省嫩江县兴农街 6 委 4 组，
系申请人杨国东之子）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希望被申请人杨海瑞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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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嫩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冉树英申请宣告
文学定死亡一案。申请人冉树英称，2014年 3月 3日其夫文学定
离家出走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申请人冉树英与文学定夫妇之
子文超被当地公安派出所告知：2014年3月5日13时30分长江航
运公安局宜昌分局宜昌派出所接分局110指令：市局110转警，临
江坪锚地待闸的“鸿瑞2号”货船船员在江中拾获一个单肩背包。
接到报警后，长江巡警1207巡逻艇到达现场，经询问，该包系“鸿
瑞2号”船船长李发年在驾驶室看见从上游漂下来后打捞上船的，
包内有4张银行卡、2张火车票（乘车人：文学定，公民身份号码：
422822196506010038）、一份合同、单据若干及生活用品若干。2014

年3月10日，文超赶赴宜昌，通过辨认当地公安机关提供的夷陵大
桥监控录像，确认文学定已于同年3月4日18时30分左右从夷陵
长江大桥跳江失踪。文学定跳江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文学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文学定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文学定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文学定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北]建始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德超申请宣告廖芳芳失踪一案，经查：廖芳芳，女，
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城中办事处马口堰37-4
号。身份证号码：422202198404051825。于2015年12月28日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廖芳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北]应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高大礼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高望生公民死亡
一案。于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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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梅彩清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汪钢公民死亡一案。
于2008年12月7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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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4月 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群球申请宣告
罗玲死亡一案。申请人罗群球称，其与被申请人罗玲系父女关
系，被申请人罗玲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从郴州市精神病医院住
院部外出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 年，故依法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罗玲死亡。下落不明人罗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罗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罗玲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罗玲情况向本
院报告。 [湖南]永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朋林申请宣告王晓霞失踪一案，经查：王
晓霞，女，1976年9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启籍地湖南省永州市
冷 水 滩 区 蔡 市 镇 岐 山 头 村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32922197609011043。于2015年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晓霞本人或知其下落不
明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依法判决
失踪。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蒋林秀申请宣告沈多英失踪一案，经查：沈多英，
女，1982年5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永州市冷水滩区蔡市镇零
东圩村四组，公民身份号码：522622198205023021。于2015年6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沈多英本
人或知其下落不明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依法判决失踪。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受理朱文珍申请宣告柳德荣死亡一案，申
请人朱文珍称，柳德荣(男，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502197107253013)于1998年夏天失踪，有遗传性精神病至今未归。
下落不明人柳德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联系方式。逾期未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柳德荣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柳德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受理段奇彤申请宣告段利荣死亡一
案，被申请人段利荣，男，汉族，1966年7月9日生，现住海勃湾区
新华大街东路五街坊 21栋 2号。于 2008年 4月 1日下落不明，已
满 10年。现于 2018年 4月 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本
院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懿申请宣告张永祥死亡一案，经查：张永祥(男，
1957年8月6日出生，汉族，籍贯上海市金山区，户籍所在地上海
市金山区滨海二村 38号 204室)于 2000年 3月 24日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永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见到本公告后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联系方式：
021-67965867）。本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隆凯申请宣告李波死亡一案，经查：李波，男，1978年
10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武胜县人，户籍地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红
朝门村5组34号，公民身份号码51292819781015161X，李波于2011
年外出务工，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李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
院将依法宣告李波死亡。 [四川]武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建宝申请宣告王华头失踪一案，于2017年12月
2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年 3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7)苏 1281民特 124号判决书，宣告王华头失踪。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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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员
王 永 齐昌聪）一个跨境电话致使李
女士被骗 7 万多元。5 月 8 日，陕西省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跨国电信诈骗案，34 名被告人出
庭受审。

公诉机关指控：2016 年 8 月 1 日，
市民李女士接到电话称，其手机关联的
电话卡欠费 2000 多元人民币，且名下
关联了一张银行卡涉嫌非法洗钱，要求
其联系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工作人员。
随后，一名自称是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
民警的男子联系李女士称，李女士牵涉
刑事案件，需要她到检察机关核实，并
将电话转接至检察院。一名自称是“检
察官”的男子以核查李女士账户资金为
名，套取银行账户信息，并要求李女士
按照指示在银行ATM机进行操作。李
女士信以为真，便按对方要求在ATM
机上进行了操作，却很快发现自己工商
银行和招商银行两张卡上共计70020元
被转走。李女士立即报警。公安人员接

到报案后将相关人员抓获。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6月至12

月，33 名被告人先后经人介绍前往马
来西亚吉隆坡，加入由外号“铁哥”的

黄某某和外号“冰冰”的戴某某（此二
人均在逃）等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
的两个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分为金
主、桶主、电脑手和一、二、三线话务
员。金主是诈骗组织的总负责人；桶主
负责对电信诈骗组织的窝点进行管理；
电脑手负责收集并向一线话务员提供被
骗人资料，同步电脑改号；一、二线
话务员根据电脑手提供的资料冒充公
安人员向不特定用户拨打诈骗电话，
谎称被害人银行账户涉及刑事犯罪需
要资金清查，以此骗取被害人账户信
息；三线话务员冒充检察官诱使被害
人将资金汇入指定账户，后该组织将
所骗资金分级转移。另外，宋某某明
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仍给上线提供
以其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帮助上线转
移赃款被抓。

庭审中，有几名被告人表示，他们
都是经人介绍到马来西亚去做话务员
的，介绍人承诺有 5000 元底薪加提
成，但他们刚到马来西亚时均被限制了
人身自由。由于很多人干了一段时间后
就不想干了，大家就一起闹事打架，最
后“老板”才停工，先后让大家回国。

由于该案的被告人多达34名，根据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要求，新城区法律援
助中心为每名被告人都指派了辩护律师。

该案将择期进行宣判。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刘 连）在外做生意盈利、家有
土地出租、买轿车自用，却长期外出
躲避执行，有钱故意不还。近日，安
徽省泗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高
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

2010 年 3 月，家住泗县的高某
为购买挖掘机从杨某处借款 18 万
元。借款到期后，高某未履行偿还
义务。2012 年，杨某将高某诉至泗
县法院。案经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高某偿还杨某 18 万元及
利息。

为逃避还款义务，高某撂下一句
“做生意失败了，还不起了”，就离家
外出，长期不归。泗县法院只好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高某置之不理。

高某到底是实在没钱还不起，还
是有钱不还的“老赖”行为呢？经调
查，自2011年6月开始，高某与妻子一
直在浙江省慈溪市一家菜市场租摊位
卖菜，每年收入约 6 万元。2012 年
起，高某将家中12亩土地以每亩500
元的价格租给本村村民耕种至今，每
年也有6000元。2013年10月，高某以
3.4万元价格购买一辆二手奥迪轿车自
用，2016年5月又以1.4万元价格卖与
他人。

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掌握确凿证
据后，于2017年11月23日依法逮捕
了高某。庭审前，迫于强大压力的高
某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并取得了申
请执行人杨某的谅解。庭审中，高某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
好。泗县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高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通讯
员 刘国华 刘 媛）被告人高某注
册成立公司并派遣工作人员向在校学
生宣传公司推出“你分期，我还款”
购车业务，称学生只要按时完成任务
即可零元购车。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东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以被
告人高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2013 年，被告人高某注册成立
江西省赊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赊宝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8 万元，经营范围：网络技术、
信息技术、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网上贸易代理；国内贸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 年 11 月始，被告人高某派
遣多名公司工作人员在南昌多所高校
摆展台、发传单，招收学生代理，向
在校学生宣传其公司推出的“你分
期，我还款”购车业务。该活动要求
学生自主选择若干月的分期付款的方
式购得新日米酷等型号电动车，再与
天津易生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易

生公司）签署协议书，申请电动车市
场价3倍左右的贷款并同意将贷款委
托支付至赊宝公司账户，赊宝公司再
与学生签订承诺书，承诺只要学生每
月完成公司宣传要求，赊宝公司则负
责将当月电动车月供款返还至学生提
供的账户。

后易生公司停止审核放贷，赊宝
公司无法按期偿还学生贷款。经依法
鉴定，截至案发，被告人高某采取上述
手段向306名在校学生募集资金共计
人民币 2548907 元，已偿还人民币
612332.2 元，尚欠人民币 1936574.74
元。

2016年10月7日2时许，被告人
高某被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单位名义使用诈骗
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
骗罪。被告人高某非法集资的数额达
人民币1936574.74元，属于数额特别
巨大。鉴于被告人高某能如实供述主
要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高某不服并
提起上诉，该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本报讯 社区矫正人员梁某均在
缓刑考验期内“任性”出境 15 次。
近日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
定，撤销缓刑，对其收监执行原判有
期徒刑三年的刑罚。

梁某均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走
私废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五年，由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依法对
其实行社区矫正。然而，梁某均在缓
刑考验期内故意逃避监管，特别是在
2016年1月对其重申缓刑的监管规定
后，仍隐瞒持有普通护照、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往来港澳通行证
的情况，违法出境多次，情节十分严
重。黄埔区司法局依法提请法院撤销
对罪犯梁某均的缓刑，广东省人民检
察院亦提出检察建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梁某均在
缓期考验期内，未经批准共违法出境
15 次累计长达 56 天，分别前往澳
门、越南、泰国、香港、台湾、塞班
等地，且擅自离开居住地，多次前往
佛山、东莞、清远等地十余次，黄埔
区司法局曾对其予以扣分以及书面警
告。

法院认为，罪犯梁某均在缓刑考
验期限内，未经批准多次擅自离开居
住的县市，且明知自己属于法律禁止
出境的人员而多次出境，故意脱离监
管次数多、时间长，违反法律有关缓
刑的监管规定，情节严重，遂依法作
出裁定：撤销对梁某均宣告缓刑五年
的执行部分，对其收监执行原判有期
徒刑三年的刑罚。 （曾洁赟）

本报讯 孔女士隆鼻竟致左眼视网
膜中央动脉栓塞，造成八级伤残。近
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依法判决
被告济南某美容医院赔偿原告孔女士医
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共计21万余元。

历下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
1日，孔女士因鼻梁低到济南某美容医
院诊治，医院为其实行伊婉 (玻尿酸)
注射隆鼻术。术后，孔女士即出现左眼
部胀痛、视物模糊的情况，8 月 4 日，
孔女士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就诊，该院门
诊病历记载：孔女士视力右 0.2，左
0.01，注射玻尿酸后视物不清。初步诊
断：左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左视网膜分
支动脉阻塞。之后，孔女士先后就诊于
济南眼科医院、齐鲁医院、北京同仁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
院，均被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眼底出血，右眼视力为0.4、左眼视力

为 0.01 等。2015 年 12 月，孔女士又到
济南市中心医院就诊，脑核磁共振成像
显示为脑内多发缺血梗塞灶，脑内动脉
硬化。在孔女士的就医过程中，济南某
美容医院多次陪同，并支付了部分医疗
费、住宿费、交通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孔女士就在济
南某美容医院病历中本人的签名提出笔
迹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
证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该所鉴定意
见为：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不是同
一人所写。经孔女士申请，法院委托北
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济南某
美容医院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过错
与孔女士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

果关系，若有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
以及孔女士目前的伤残等级进行了司
法鉴定。该中心鉴定意见为：济南某
美容医院在对孔女士的诊疗过程中存
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
损害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从法医学技术评定立场分析，该因果
关系程度评定为主要因果关系程度范
围。孔女士因注射伊婉(玻尿酸)后出现
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遗有左眼视
力障碍，评定为VIII级 （八级） 伤残，
出现腔隙性脑梗塞，尚未达到伤残等级
评定要求。

历下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健
康权依法应当得到保护。我国侵权责

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人
身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患者
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
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
责任。结合本案，法院根据原、被告
双方的选择并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
定意见，对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
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孔女士与
济南某美容医院均予以认可。对北京
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济南某美容医院对鉴
定书中过错责任存有异议，但济南某
美容医院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
据和理由，故法院认定该鉴定意见书
的证明力。综上，历下法院对上述两
份鉴定意见书均予以采信。据此，历
下法院酌定被告济南某美容医院承担
80%的过错责任。依照我国相关法律之
规定，历下法院作出如上判决。日前，
本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王继学）

被控受贿3975万余元

全国政协原常委孙怀山受贿案一审开庭
本报呼伦贝尔5月9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
国政协原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原主任
孙怀山受贿一案。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

院起诉指控：1994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
孙怀山利用担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主
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共中央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取
土地使用权、企业经营、项目审批、职务

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0 年至
2016年，孙怀山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975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孙怀山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

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
怀山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全国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和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本报讯 去年3月，来京务工的小
婷（化名）在单位宿舍独自产下一名女
婴，并将女婴从二楼窗口扔入楼下垃圾
堆。后女婴被保洁员发现送医。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法
院当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

事发时，小婷刚满 21 岁。小婷自
述，自己从初二辍学，后来京务工，一
直在一家座套加工厂打工。

去年3月16日早上8时许，小婷在

位于朝阳区来广营乡的公司宿舍内，
产下一名女婴。在对新生儿未做任何
清理和包裹的情形下，小婷将赤裸的
女婴从宿舍二层楼道的窗户扔至一层
垃圾堆内。约一小时后，一名保洁人
员发现女婴并报警，后女婴被送往医
院抢救。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显示：婴儿生
命体征平稳，额头部见V形皮肤裂口，
长约5厘米，深达筋膜层，少许出血，
脐带未断。额面部外伤。新生儿脐炎，

脑发育畸形，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在接到民警的电话之后，小婷主动

前往公安机关归案。
庭审中，小婷对检方的指控不持异

议，当庭认罪。其辩护律师认为，小婷
系初犯，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主观恶性
较小，且系犯罪未遂，具有主动投案自
首、认罪悔罪等情节，建议对其适用缓
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婷未对新生儿
进行任何清理和包裹，将赤裸的新生儿

从二楼丢入一楼卫生条件极差的垃圾堆
内的行为，侵犯了新生儿的生命健康
权，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

同时，鉴于女婴被及时救治，因小
婷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
遂；且小婷在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
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属于自首，
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决小
婷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宣判后，小婷当庭表示
不上诉。

宣判后，法官当庭对小婷进行了训
诫和法制教育，法官说：“青年人应有
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要规范和约束自
己的行为。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要勇于
承担起法定责任和义务。”（秦文柏）

产下婴儿后将其扔出窗外
女子故意杀人未遂获刑两年

图为庭审现场。 贺雪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