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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5日（总第7352期）

蔡继武、蔡国锋：本院受理原告向卫平诉被告蔡继武、蔡国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湘
102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宜章县人民法院

杨涛：本院受理原告宋成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115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未能送达的情况下，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要点：确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行对被告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淮河中路12-2号1-4层的房屋（房产证号：2014023705）及对
应的37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大开国用（2005）字第0644号]享
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81 800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大连信开数
码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郭峰娟：本院受理原告候鑫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陕 0323民初 1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陕西]岐山县人民法院

徐新明:本院受理原告吴长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诚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2018）浙1181民初829号民事裁定书、
（2018）浙1181民初830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1181民初831号民事
裁定书、（2018）浙1181民初832号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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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决定于2018年8月7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龙泉市人民法院

徐像勇、潘爱玲：本院受理原告苍南汇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像勇、潘爱玲、吴昌领、徐象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民初542号案件的开庭传
票、追加当事人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8年7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若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裁判。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利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张高祥：本院受理原告樊存芳
诉你们与被告李天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作出（2018）宁 0402
民初618号民事判决书，因被告李天慧对该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伟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诉你信用卡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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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权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蒲祖海：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杨瑞英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上网文书范围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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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8月2日上午10时在本院禾滩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汤志波、郭小艳：本院受理雷真理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栖凤渡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段元高、肖世红：本院受理原告廖国林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奥盟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7日作出
（2018）湘1124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南奥盟电器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杰联律师服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办公
地点：道县道州北路湖南奥盟电器有限公司内，联系人：欧阳霖律师，
联系电话：13607468757。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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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29日9时再道县人民法
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09年12月25日、2010年12月17日分别裁定受理了
（2010）银民破字第1号、（2011）银民破字第4号、（2011）银民破字第11
号、（2011）银民破字第13号、（2011）银民破字第14号，宁夏回族自治区
物资产业（集团）公司、宁夏铁林储运有限公司、宁夏一汽销售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木材总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物资储运公司破产
清算案件。现因宁夏回族自治区物资产业（集团）公司、宁夏铁林储运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木材总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物资储运公

司实际资产大于负债，且不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宁夏一汽
销售有限公司账面负债虽大于资产，但无人申报债权，故上述企业（公
司）均不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2017年11月22日裁定：驳回宁夏回族自治
区物资产业（集团）公司、宁夏铁林储运有限公司、宁夏一汽销售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木材总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物资储运公司的
破产申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4日，本院根据兴文县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
定批准《兴文县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兴
文县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四川]兴文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5日裁
定受理北京航天万源电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2月1
日指定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北京航天万源电梯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北京航天万源电梯有限公司清
算组（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北街2号通港大厦10层1018室；
邮政编码：10003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相志炜13681517660，魏洪君
13911563129，孙士江13371750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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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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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万源电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航天万源电梯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泉州大丰建材有限公司（下称“大丰建材公司”）经安溪县人民法院
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该院依法指定福建立行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
组，由王惠滨担任清算组负责人。现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大丰建
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应提供书面材料，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
相应法律后果。二、大丰建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
采取法律措施。三、清算组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东海泰禾
广场SOHO-B座6层福建立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骆渟婷，联系电话：
0595-28995866。 泉州大丰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7日

张虹：本院已受理原告南宁市金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
及被告广西泛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贺州新贺投资有限公司、贺
州建贺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桂新置业有限公司、谢飞、上海桂东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信桂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
[2018]文鉴字第 26号、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防城港市第一看守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喜霞、赵文、赵飞申请
宣告赵建忠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喜霞、赵文、赵飞称下落不明人赵建
忠，男，汉族，1964年11月2日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办事
处光明南巷2排2号，身份证号：411002196411022050。2016年11月
11日晚上22时15分时，“宁兴888”轮航行至北港水道515灯浮西北侧
倾覆，1人失踪，失踪人员为赵建忠。下落不明人赵建忠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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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赵建忠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建忠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建忠情况，向
本院报告。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过建萍申请宣告吴树良死亡一案，经查：吴树
良，男，1955年7月15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203195507150073，
原住无锡市滨湖区孙蒋新村217号203室，自2013年1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吴树良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本院将于公告期间届满后
第4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法庭开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兴阳、黄启平申请宣
告黄书端死亡一案。申请人黄兴阳、黄启平称，被申请人黄书端于
1998年2月到河南省后，至今无音讯，下落不明20多年。下落不明人
黄书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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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黄书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黄书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黄书端情况，向本院报告。 [重庆]奉节县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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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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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65 岁的耿某与儿媳因琐
事发生矛盾后，将其3岁孙女刘某从窗
户扔出致死。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耿某有期
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7 年 6 月 12 日
10 时许，耿某与其儿媳刘某因琐事发
生矛盾后，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小区楼房
过道处，将其 3 岁孙女刘某从窗户扔
出，致刘某死亡。经鉴定，耿某实施犯
罪时受精神障碍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
削弱，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审理期间，耿某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未提出异议，对其行
为和后果表示后悔不已。坠亡女童的父
母均对耿某的行为表示谅解，并请求对

耿某从轻处罚。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耿某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后果严重，社会
危害性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本案是
因家庭日常矛盾引发，耿某与被害人刘

某是直系血亲关系，并未预谋实施杀人
行为，且行为时受精神障碍影响，辨认
和控制能力削弱，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人，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严重危
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存在一
定区别，加之其系初犯、偶犯，到案后

一直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被害人刘某的父母在本院审
理过程中亦均对耿某的行为表示谅解，
依法对耿某减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陈光旭 涂 浩）

抑郁症老人将三岁孙女抛窗外致死
犯故意杀人罪获刑八年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人间悲
剧。备受父母呵护的3岁女童还未来得及
感知世上更多的美好就骤然坠亡，承办此
案的法官对刘某的离世深感痛心，对女童
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耿某法治观念淡
薄，责任意识欠缺，未选择正确的方式处
理家庭矛盾，在现实因素和疾病影响的共

同作用下，终酿惨剧。希望耿某深刻反思
自己犯罪行为对社会、家庭造成的危害，
对刘某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对刘某父母造
成的创伤。家和万事乃兴，“报复型”“自
伤型”手段非但不是化解家庭矛盾的理性
选择和正确方式，反而会导致更深的误解
和积怨，甚至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2017

年4月，耿某在老家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2017年5月，耿某来京治疗抑郁症，期间
与儿子、儿媳、孙女刘某同住，耿某将刘某
从高楼扔出窗外时，正值抑郁发作，行为
时受精神障碍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
弱，从开庭审理到案件宣判，耿某始终对
其行为深感懊悔，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
刘某的父母也对耿某的行为予以谅解，均
未对判决结果提出异议。

■连线法官■

本报宣城 5 月 14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洪 骏）“投资4000
元，购买一箱宣木瓜养生干红酒，就可
以成为公司消费会员。为公司推广消费
一个 4000 元产品，或自我消费 4000
元，公司就赠送一个分红点……”2016
年4月，一个名为“奇瓜王宣木瓜公司
消费理财分红计划”的理财项目在各地
电视台、网络和微信等平台大范围传
播。短短几个月内，来自全国 31 个省
份 5700 余名集资者参与投资该项目，
涉案金额达2.98亿元。

今天，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李林、叶良安等5名被告
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
罪、盗窃罪一案。

宣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6
年4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李林、叶良
安共同虚构宣木瓜公司上市需要资金等
事由，伙同被告人徐某、朱某等人以高
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宣传单、举办
推介会、微信群公开宣传等方式，推
广、销售“奇瓜王宣木瓜公司消费理财
分红计划”理财项目及产品，向社会公

众非法吸收资金，造成全国各地集资参
与人共计人民币 8982.116 万元不能归
还。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被告人
张某伙同他人（另案处理）在明知“奇
瓜王宣木瓜公司消费理财分红计划”理
财项目未经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情
况下，帮助被告人李林、叶良安等人推
广、销售该理财项目，向社会公众非法
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3768.4万元。

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朱
某在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采取秘密手

段为其控制的关联账户充值报单币，先
后获取分红返利共计人民币15.36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林、叶良
安伙同徐某、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数额特别
巨大，应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某违反国际金融管理法律规
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应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
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以盗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发表
了意见。各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没有异议，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
持有异议。

该案将择期宣判。

涉案金额达2.98亿元 受害人遍及31省份

宣城“宣木瓜”特大集资诈骗案开庭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员
王 旭）近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以被告人郭某为首的“碰
瓷”诈骗案件，5名被告人均以诈骗罪被
判处一年零十个月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该团伙作案分工严密，通常是两人
驾驶车辆阻挡后车路线，迫使后车不得
已超车，然后另两人骑自行车故意撞车，
以其手臂原有损伤讹诈车主，一人扮演
路人拦截被诈骗车辆。发生事故后，团
伙成员要求被害人带其去医院检查，另
外成员（在逃）扮演家属，并以己方有保
险、住院费用过高为由诈骗被害人钱
财。2017年8月以来，该团伙屡次实施

“碰瓷”犯罪，诈骗钱财2万余元，2次因
被害人坚持报警而放弃。2017年8月26
日，该团伙再次作案，被害人准备向其付
款时，围观群众察觉情况有异主动报警，
该团伙主要成员被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等 5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碰瓷”团伙屡得手
多行不义陷囹圄

■法官提醒■
法官提醒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

故可能造成人员受伤时，在送受伤人员
就医的同时，一定要按交通事故程序报
警处理，由交警进行勘查、认定事故责
任，在陪伤者检查过程中，及时向医务人
员了解伤者病情，配合医院治疗。另外
要善用自己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保险，
不要当场给受害人钱财，防止上当受骗。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庞 敏）驾驶证实习期未满，男子便驾
车上高速，不料撞伤他人。保险公司以

“实习期内独自驾车上高速”为由在商
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拒绝赔偿。近
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一审认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
决肇事者应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7.7
万元，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商业三者
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共计61万元。

2017 年 10 月，阿庆在驾驶证实习
期内独自驾车行驶在高速上时，碰撞到
在前方交通事故现场布控的工作人员阿
刚，造成阿刚一级伤残。经交警认定，
阿庆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阿刚负次要
责任。阿庆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商业
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其中商业三者险
赔偿限额为 50 万元。双方签订的 《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驾驶
人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效驾驶
资格的情况，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同年底，阿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阿庆和保险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
413.4万元，其中保险公司在阿庆投保
的交强险及商业险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阿刚认为，其因本次交通事故
造成的损失近506.8万元，应先由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内优先赔偿，超
出部分的 80%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 50
万元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再由阿
庆承担。

阿庆认为，原告及作业单位没有在
事故车辆后200米处放置三角警告标示

牌，至少应当承担40%的责任。而保险
公司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免责不成立，
因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保险合同条款中
的对于“法律法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
存在两种解释，且保险公司没有对免责
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公司认为，《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要求，驾驶人在实
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
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
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阿庆属“不具备
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有效驾驶资格”，
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实
习期内上高速行驶必然导致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保险法的规

定，保险公司无需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者
应当按照其所负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
害赔偿责任，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
定，阿刚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机
动车一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阿刚合
理损失共计355.9万元。保险公司既未
在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阿庆的行为属于
免赔事由，也无法根据“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属于无效驾驶资格的情况”的约
定得出阿庆的行为属于免赔的事由。故
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
内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实习司机独自驾车上高速 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拒赔
厦门集美法院：保险公司免责条款不成立

针对本案焦点，承办法官牛守启解
释说，阿庆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约定，驾
驶人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属于无效
驾驶资格的情况”保险人不负赔偿责
任。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属于部门规章，上述保险条款中“法律法
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存在两种解释，而
上述保险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
款，根据合同法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
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
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
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
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对上述保
险条款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
即上述保险条款中的“法律法规”不应解
释为包括了部门规章。且该保险条款未
对实习期内驾驶人单独驾驶机动车上高
速公路保险人免责的情形作相关的约
定，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已就该免
责情形向阿庆作出了提示及说明。

因此，阿庆在实习期内单独驾车上
高速公路的情形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
约定的免责情形，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抗
辩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格式条款应采用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火 华）员工叶某酒后上班违反
劳动纪律被解除劳动合同，将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赔偿 13 万元。日前，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结
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维持一审判
决：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

叶某系某公司的电工。2017 年
夏的一天，叶某在上晚班前半小时喝
了三瓶啤酒。晚上7时30分左右，由
于机器故障，公司员工李某叫叶某去
维修。叶某要求李某开维修单，李某
开好之后交给叶某。

叶某看过之后，认为不是其工作
范围，遂告诉李某不修理。李某将此
情况报告班组长张某，张某遂到叶某
办公室交涉。在此期间叶某让张某

“滚”，双方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
突。

叶某报警后，双方到派出所接受

调查。叶某在打架中头部等处受外
伤，张某轻伤。

两天后，公司以叶某临近上班前
大量饮酒、酒后不能控制情绪，出言
不逊，上班时与同事打架、发生打架
后由派出所调解时又态度恶劣、拒不
接受调解为由，向叶某出具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

随后，根据该公司制定的员工守
则中“在公司工作时间进行赌博、打
斗、喝酒、盗窃等有害风纪行为者，
给予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规
定，公司经研究并征求工会意见同意
后，决定解除与叶某的劳动合同。

叶某对此不服，他认为“上班前
喝酒”并非“工作时喝酒”，他受到
了张某的殴打，并非主动参与打架，
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合法，向劳动
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要求赔偿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3 万余元。劳动
仲裁部门裁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公司应支付赔偿金。

仲裁裁决作出后，公司不服裁
决，认为公司属于合法解除，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无需支付赔偿
金。

上班前喝酒 上班后打架
如此“误事”员工被解聘 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

该案二审法官说，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诚实守信、共谋发展，是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秉持良好的职
业操守，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是对劳动
者的基本要求。用人单位制定合法合
理的规章制度，并公平公正地执行是
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单位的员工也有
义务予以遵守。

员工守则虽然从字面含义看仅规

定禁止在公司工作时间喝酒，但究其
目的是为了防止喝酒导致神智不清、
不理智、冲动等行为，而影响正常的
工作，凡是可能影响正常工作的喝酒
行为理应均在禁止之列。而在即将上
班前喝酒同样会影响正常工作，也未
超出社会大众的认知。故员工守则中
规定的工作时间禁止喝酒理应包括禁
止即将上班前喝酒。

■法官说法■
影响正常工作的饮酒应在禁止之列

本报讯 5月11日，江苏省南通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集中对三起贩卖毒
品、容留他人吸毒，开设赌场、组织
卖淫案件进行一审宣判，7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三
年不等的刑罚。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1月5日上
午，吸毒人员卫某某请被告人王某帮
忙联系购买甲基苯丙胺，并微信转账
给王某700元，其中500元系毒资。

随后，王某驾车带卫某某来到金
沙街道某地独自下车在附近转了一圈
后，谎称已向他人购买甲基苯丙胺，后
将自己身上的甲基苯丙胺0.8克卖给
卫某某。同日，王某还先后 4 次在其
驾驶的轿车内容留卫某某吸食甲基苯
丙胺。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的
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食
毒品罪，遂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6日
至7日，被告人高某、曹某某、赵某
某商议为抽头渔利，在高某借用的四
安镇、刘桥镇等农户或其家中，先后
三次分别组织参赌人员陈某某等人用
长牌“子午头”的方式进行赌博。高
某提供赌具并安排曹某某、赵某某联
系参赌人员，李某某负责抽头。

赌博过程中，高某、曹某某、赵
某某抽头渔利共计10200元，涉案赌
资共计927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高某、曹
某某、赵某某、李某某以营利为目的，
聚众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应予
惩处，遂依法判处高某等4 人拘役四
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3000元至1万元不等。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8月，被告
人马某和同案行为人杨某（另案处理）
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某洗浴中心。
2015年下半年开始，二人经商议后，决
定容留卖淫女在该洗浴中心包厢内卖
淫。由杨某制定卖淫价格、分成比例
为五五分成，规定上下班时间等。马
某则在洗浴中心吧台收银，负责当天
与卖淫女结算分成，并为卖淫女望风。

2016年12月16日20时许，通州
区公安局在该洗浴中心查获卖淫嫖娼
活动，查获卖淫女6人、嫖客7人。

经统计，案发当日，该洗浴中心
共组织卖淫 50 次，并从上述卖淫活
动中获利共计43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马某对
大渔湾洗浴中心的卖淫活动收取嫖
资，参与对嫖资进行分成与管理，而为
组织他人卖淫犯罪提供帮助、创造便
利条件，起辅助作用，其行为已构成协
助组织卖淫罪，判决马某犯协助组织
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万元。

（李振男 古 林）

南通宣判三起“黄赌毒”犯罪案件
七被告人咎由自取获刑罚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