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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2日（总第7370期）

申请人兴化市锦明建材经营部因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兴化市锦明建材经营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种
类为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为3010005123394719，金额为50万元，出票人
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2018年1月22日，到期日为2018年7月22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恩斯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常州思斯克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1400051 31891289，面额为3206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出票人为常州市厦科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州恩斯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
行。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五一灯具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常州市五一灯具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1400051 32492458，面额为20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24日，出票人为常州市五一灯具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苏环球洪浩车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
行。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关于仓孝刚与王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
托河南诚成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王坤所有的位于中牟县官渡大
街环保局家属楼1单元4层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牟房权证字第
20102406号)进行评估、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
中牟县官渡大街环保局家属楼1单元4层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牟房权
证字第20102406号)1套，建筑面积96.33平方米，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王坤；拍卖机构名称：本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与
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
竞买；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
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
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
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系。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将于2018年7月6日10时起
至2018年7月7日10时止（如发生自动延时的，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
束时间为准）在敦化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敦化
市人民法院，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公开挂牌，现公告
如下：注：2018年7月6日10时起至2018年7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期间，此竞价入口为唯一指定入口！通过其他竞价平台报名或参与竞价
均视为无效操作。拍卖标的：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与
存货。注：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与存货数量大，具体敬
请到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查阅延边鼎盛资产评估报告
书【延鼎盛评报字（2018）第018号】。清算组地址：吉林省敦化市长白路
（敦化市批发市场南门东侧办公楼）。上述资产整体拍卖，并不分割拍
卖，即便属于可分割或单个独立的资产。二、评估价：96，479，577.25元；
起拍价：以评估价为起拍价即96，479，577.25元；保证金：起拍价的
20％即1900万元（整数确定）；加价幅度：8万元的整倍数。三、竞买人条
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特
别提醒：竞买人在竞买前应清楚知晓相关房产政策，买受人自行承担相
应的风险及法律责任。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清算组办理
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买受人（买受人系单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
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清算组办理交接手续。
如果买受人本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来清算组签订成交确认书、领取标的物
的，买受人应向清算组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并由代理人携带经公证的
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明原件，到清算组签订成交确认书、
领取标的物。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咨询、
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6日10时止接受咨询（节
假日休息），有意者请与清算组联系，安排看样。五、竞价方式：（一）本次竞价活
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
自动延迟至5分钟。（二）本次竞买设有保留价的增价竞价方式，保留价等于起
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方可成交。六、特别提醒：（一）标的物
以现状为准，敦化市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不承担本标的物的瑕疵担

保责任。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
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参与竞买人必须开设淘宝账
户。竞买人在竞价前自行做好尽职调查，竞买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受让本项目
资格。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行
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费用、风险和损失。（二）本次竞
买标的物，其部分因银行借款而设定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资产详见评估
报告]。七、权属异议：对上述竞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于开拍三日前与清算
组联系。八、竞买财产已知瑕疵：本次竞买标的物，其中10号办公楼（四楼）约
350.00 平方米，市场公厕约153.00平方米，垃圾站约59.70平方米，南门收
费亭约15.00平方米，锅炉房约256.00平方米为无籍房屋。或许竞买后无法办
理产权登记；竞买标的的资产存有报废情况；本次竞买标的存在对第三人租赁
法律关系，可能影响竞买人竞买后的安排与使用；竞买标的物大部分系农贸市
场经营使用，且现在营业中，可能因竞买资产对经营转向产生障碍等。九、物权
变更登记及费用负担：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办理，清算组依法给与协
助。标的物转让登记所涉及的一切税、费依照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依法承担。买受人应自行办理水、电、暖等户名变更手续，清算组依法给与协
助，相关费用由竞买人自理。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拍品使用的水、电、物业管理等
欠费由买受人自行解决，出卖人不承担上述费用，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
由买受人自行解决。十、参加竞买主体：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参
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十一、本标的物优先
购买权人相关说明：本次拍卖标的存在对第三方租赁法律关系，但承租人并不
同一。本次标的采用整体竞买方式并不分割拍卖，即便属于可分割或单个独立
的资产。十二、保证金及余款支付：（一）竞价前将通过网拍系统将在竞买人支付
宝账户内冻结相应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竞价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
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
法院指定账户。（二）竞买余款请在竞买成功后30日内缴纳，可通过银行付款详
细请咨询清算组：银行付款方式：银行汇款到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账
户。户名：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敦 化 支 行 ，开 户 银 行 代 码 ：105249300304，账 号 ：
22050168633800000668。（三）竞买未成交的，竞买人通过网络报名缴纳

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十三、相关提示：（一）竞买因标
的物本身价值、其起拍价、保证金、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竞买人参与竞拍
支付保证金及余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况，请竞买人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网上充值银行；（二）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清算组
发布的竞买须知。十四、成交确认公示：依照法释〔2016〕18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竞买人成功竞得网拍标的物
后，淘宝网拍平台将生成相应《司法拍卖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确认书中载
明实际买受人姓名、网拍竞买号信息。举报监督电话：0433-6339023。本规则
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清算组咨询。清算组咨询电话：13704337111（肖波）；淘宝
技术咨询：400-822-2870；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
fysszc.gov.cn)”上查询。 吉林省康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案由：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罪嫌疑人邹小帛，男，
196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籍贯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户籍所在地：汕尾市
城区新港街道通航路口岸大楼163号，原系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总经理。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检察院以汕检公没申[2018]1号没收违法
所得申请书，认为犯罪嫌疑人邹小帛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非法采矿罪、强迫交易罪、妨害公务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伪造公司
印章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罪，于2012年8月4日死亡，其
巨额财产（详见清单）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所得，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对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予以追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本院已经决
定受理，现发出公告，公告期为6个月，犯罪嫌疑人邹小帛的近亲属和申请
没收的财产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的，应当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以书面形式申请参加诉讼。逾期没
有申请参加诉讼的，可能承担不利于自身权益的法律后果。公告期满后，本
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联系人：许泽灏；联系电话：（0660）
3367464；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腾飞路2号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邮政编码：516600。附：申请没收的财产清单：1.位于汕尾市
区汕马路北侧A7土地1003㎡，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
2.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北侧A8土地1153㎡，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
实业有限公司。3.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北侧A9土地1858㎡，登记产权人汕
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4.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北侧A10土地2650
㎡，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5.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南侧
B3土地1109㎡，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6.位于汕尾市
区汕马路南侧B4土地1135.6㎡，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

司。7.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南侧B5土地1225.8㎡，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
荣泰实业有限公司。8.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西侧B6土地2687㎡，登记产权
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9.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西侧B7土地
1237㎡，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0.位于汕尾市区汕马
路西南侧B8土地1657㎡，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1.
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西南侧B9土地1472.6㎡，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
泰实业有限公司。12.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西南侧B10土地2496.7㎡，登记
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3.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西南侧B11
土地3092㎡，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4.位于汕尾市区
汕马路西南侧B12土地2605.6㎡，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
司。15.位于汕尾市区汕马路北侧下洋村地段土地13379.4㎡，登记产权人汕
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6.位于汕尾市区滨海别墅东路西侧土地
3985㎡，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7.位于汕尾市区埔上
墩村东侧土地4000㎡，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18.位于
汕尾市区埔上墩村西侧土地20000㎡，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
限公司。19.位于红海湾遮浪旅游区A区度假酒店地块土地13500㎡，登记
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0.位于汕尾市区二马路211号荣泰
苑101号房产1至2层，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1.位于
汕尾市区二马路211号荣泰苑102号房产1至2层，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
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2.位于汕尾市区二马路211号荣泰苑103号房产1至2
层，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3.位于汕尾市区二马路
211号荣泰苑104号房产，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4.位
于汕尾市区二马路211号荣泰苑105号房产，登记产权人汕尾市城区荣泰
实业有限公司。25.位于汕尾市区二马路211号荣泰苑203号房产，登记产权
人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26.位于汕尾市区二马路212号房产，登
记产权人纪汉古。27.位于汕尾市区综合市场二马路C栋二层房产，登记产
权人邹小帛。28.位于汕尾市区综合市场二马路D栋二层房产，登记产权人
邹小帛。29.位于香港九龙红磡豪园第二期第十二A座二十楼A室房产，登
记产权人邹小帛。30.户名汕尾市城区荣泰实业有限公司，账号
2009002109024839626，存款余额人民币22790元（包括截至裁定没收时
产生的利息）。31.户名邹小帛，账号3180039980120140103，存款余额人
民币355608.78元（包括截至裁定没收时产生的利息）。32.户名邹俊威，账
号3180189980120122844，存款余额人民币30556.44元（包括截至裁定
没收时产生的利息）。33.户名邹俊威，账号3180039980120162990，存款
余额人民币766191.56元（包括截至裁定没收时产生的利息）。34.户名邹俊
威，账号5522453180008566，存款余额人民币500万元（包括截至裁定没
收时产生的利息）。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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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
案例1 被告人林某某通

过网约车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月7日14时许，被告人

林某某驾驶小型轿车通过滴滴软件平台
接单，将独自一人坐车的被害人江某某
（9 岁） 由某公交车站附近送往某小
区。当车行至某中学侧门附近时，林某
某为满足性欲，停车后露出下体欲让坐
于副驾驶座的江某某抚摸，遭到拒绝
后，又强行对江某某进行猥亵。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

某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其行为已
构成猥亵儿童罪。林某某猥亵儿童，依
法应从重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
决被告人林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约车因便捷实用，使用

人数较多，发展势头迅猛，但网约车监
管漏洞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网
约车司机殴打、杀害乘客等新闻时常见
诸报端。本案被害人母亲因临时有事，
通过手机平台预约打车后，被害人在独
自乘坐网约车过程中遭到司机猥亵。本
案警示：家长要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自
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这一特点，
在无法亲自陪伴时，应尽量为未成年人
选择公交车等规范交通工具以保证安
全。网约车平台及管理部门要加强监
管，提高车内安全监控技术水平，提高
驾驶员入行门槛，加大身份识别力度，
保障乘车安全。

案例2 施某通过裸贷敲
诈勒索案

（一）基本案情
2017 年 3 月 30 日，被害人陈某

（17岁，在校学生）通过QQ交流平台联
系到被告人施某进行贷款。根据施某要
求，陈某提供了裸照及联系方式，但施
某并未贷款给陈某，而是以公开裸照信
息威胁陈某，勒索人民币1000元，陈
某一直未付款。施某进一步威胁陈某父
母并索要人民币3000元，陈某家人未
付款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施某的敲诈
行为，陈某害怕亲朋好友收到其裸照信
息，故而休学在家，学习生活及心理健
康遭受严重影响。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施某无视国

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
诈勒索罪。施某敲诈勒索未成年人，可
从重处罚。施某在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
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于犯罪未遂，结
合其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
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
施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并处罚2000元。

（三）典型意义
“裸贷”是非法分子借用互联网金

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和幌子，以让贷款
人拍摄“裸照”作“担保”，非法发放
高息贷款的行为。因“裸贷”被诈骗、
被敲诈勒索的，时有发生。“裸贷”就
像一个大坑，一旦陷入，后果不堪设
想，有人失去尊严，有人被迫出卖肉
体，有人甚至失去生命。本案警示：未
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应当理性消费，如
有债务危机，应当及时和家长沟通或者
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不能自作主张进行
网络贷款。以“裸”换“贷”，既有违
公序良俗，也容易让自己沦为严重违法
犯罪的受害者。对于已经“裸贷”的，
如果遇到以公开自己裸照进行要挟的行
为，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法律保护。

案例3 被告人庞某某等
人约网友见面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3 年 6 月，被告人庞某甲 （15

岁）与被告人庞某乙（18岁）、周某甲
（18岁）、周某乙（15岁）、黄某某（15
岁）在旅社房间住宿期间，庞某甲提议
并经过同意后，通过QQ联系其在互联
网上认识的被害人李某 （女，13 岁，
在校学生）到旅社房间。李某到达后随
即被庞某甲、庞某乙、周某甲、周某
乙、黄某某在房间内强行奸淫。另以相
同方式，庞某甲、庞某乙还曾共同强奸
李某1次，其中庞某乙强奸未遂；庞某
甲还曾单独强奸李某1次。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庞某

甲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庞某乙、被告
人周某甲、被告人周某乙、被告人黄某
某以暴力、威胁手段在对同一幼女实施
奸淫，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庞某
甲、庞某乙、周某甲、周某乙、黄某
某，奸淫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庞某甲
多次强奸未成年人，依法应从重处罚。
庞某甲、周某乙、黄某某犯罪时不满十
八周岁；周某乙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黄某某被抓获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庞某乙、周某
甲、周某乙、黄某某能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并获得被告人谅解，依法对庞
某甲、庞某乙、周某甲从轻处罚，对周
某乙、黄某某减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
规定，判决被告人庞某甲犯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判决被告人
庞某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
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决被告
人周某甲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零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决被
告人周某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判决被告人黄某某犯强奸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聊天邀约未成

年女学生见面后发生的严重强奸犯罪案
件。随着网络科技应用普及，网络交友
的便捷、新鲜感使得许多青少年频繁在
网络上通过聊天软件交友，又从网上聊
天走到现实见面交往。但是未成年人涉
世未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陌生人
防范意识不高，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只身
与网友见面存在诸多人身安全风险。本
案被告人就是在网上邀约一名幼女见面
后，与同案被告人对该幼女实施了多人
轮奸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已被绳之以
法，但已对被害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身
心伤害。本案警示：未成年人不宜使用
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与陌生人交友，切
莫单独与网友见面；在遭受侵害后，应
立即告知家人并报警，不能因害怕而隐
瞒，更不能因恐惧或欺骗再次与网友见
面。家庭和学校应加强对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和德育教育，尤其要提高未成年女
学生的人身安全保护意识；及时了解子
女网上交友情况。旅店应履行安全管理
义务，加强对入住人员审查，尤其要对
未与家长同行的未成年人或数名青少年
集体开房情况予以警惕，防止违法犯罪
情况发生。

案例4 杨某某假借迷信
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9月，被告人杨某某

利用网络通过 QQ 聊天工具，分别以
“张某甲”“张某乙”“陈某”及“算命
先生”身份与被害人刘某某 （14 岁）、
王某某 （13 岁）、沈某某 （15 岁） 聊
天，并以“算命先生”名义谎称被害人

如想和“张某甲”等人生活幸福，必须
先与“算命先生”发生性关系方可破
解。杨某某以上述手段多次诱骗三名被
害人在宾馆与其发生性关系。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

某违背妇女意志，利用迷信、威胁等手
段强行与被害妇女 （幼女） 发生性关
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杨某某奸淫
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强奸多名未成年
人，依法应从重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
定，判决被告人杨某某犯强奸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通过互联网交友诱骗、

威胁少女实施性侵害的严重犯罪案件。
三名被害人均是未成年人，其中一名为
幼女。被告人通过一人分饰不同角色，
利用未成年人年少、幼稚、胆小的弱
势，采用迷信、威胁等手段发生性关
系，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本案警
示：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使用者可以不具
有真实身份，用不同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与人交往，具有较强欺骗性，未成年人
不宜使用互联网社交平台与陌生人交
友，以免上当受骗。家长和学校要对未
成年人加强性知识、性侵害防卫教育，
及时了解子女网上交友情况。

案例5 乔某某以视频裸
聊方式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乔某某为满足其不良心理需

要，于2014年3月至8月间，在自住房
电脑上，通过登录QQ添加不满十四周
岁的幼女为其好友，并冒充生理老师以
视频教学为名，先后诱骗多名幼女与其
视频裸聊。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乔某

某以刺激或满足其性欲为目的，用视频
裸聊方式对多名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实
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乔
某某猥亵多名儿童，依法应从重处罚。
乔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
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
决被告人乔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乔某某为了满足自身性欲，

采用欺骗手段通过网络视频引诱女童脱
光衣服进行裸聊，对儿童身心健康和人
格利益造成侵害。这种非直接接触的裸
聊行为属于猥亵行为。在互联网时代，
不法分子运用网络技术实施传统意义上
的犯罪，手段更为隐蔽，危害范围更为
广泛。本案警示：未成年人，特别是儿
童，不宜单独使用互联网，不宜使用互
联网社交平台与陌生人交流，更不能与
陌生人视频聊天。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
完整，识别判断能力差，家长应该控制
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尤其
要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社交平台与陌
生人交流；要告知未成年人，无论何种
理由，都不能在他人面前或视频下脱去
衣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告知父
母，中断联系。

案例6 叶某甲通过网络
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叶某甲 （16 岁，在校学

生）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友，社会闲散人
员询问叶某甲是否有朋友需要毒品，若
有需求可以找其购买，并可以获得好处
费。2017年1月至2月期间，叶某乙
（15岁，在校学生）因朋友要吸毒请求
叶某甲帮忙购买毒品，后通过QQ联系

与叶某甲商定毒品交易地点、价格、数
量。双方先后三次合计以800元价格交
易共约1克甲基苯丙胺。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

甲明知是毒品甲基苯丙胺仍多次予以贩
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
罪。叶某甲向在校未成年学生贩卖毒
品，应从重处罚；叶某甲犯罪时已满十
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被抓获后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依据
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叶某甲犯贩
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
月，并处罚金300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与在校学生之

间通过互联网联系后贩卖毒品案件。随
着信息网络的普及，网络毒品犯罪呈快
速蔓延之势，利用网络向未成年人贩卖
毒品更具社会危害性。吸毒贩毒易滋生
如卖淫、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行为，
涉毒人员也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
前，毒品犯罪已由社会进入校园、进入
未成年人生活领域，要引起各界高度重
视。本案警示：未成年人要正确交友，
避免与不良社会闲散人员交往；要深刻
认识毒品的危害性，避免被他人引诱沾
染恶习。家长要认真履行监护责任，帮
助子女禁绝接触毒品的可能性；要经常
与子女沟通，及时了解子女生活、学
习、交友情况，避免未成年人走上犯罪
道路。

案例7 被告人刘某某提
供虚假网络技术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8月份，被告人刘某某在互

联网发布传授入侵他人电脑技术、教做
外挂及教他人用代码开通永久会员等虚
假信息，以招收学员骗取费用。被害人
张某某 （10 岁，在校学生） 浏览该信
息后，通过QQ与刘某某取得联系，并
用其父手机通过“支付宝”向刘某某付
费，欲学习网络游戏技术，刘某某谎称
可以向张某某提供游戏源代码以帮其在
网络游戏中获益。而后，刘某某通过互
联网多次向张某某出售与其宣扬不符或
不能使用的“网游外挂”及配套使用的

“模块”，骗取张某某付款共计人民币
133079.6元。案发后，刘某某亲属向
张某某亲属退赔全部经济损失，张某某
对刘某某表示谅解。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
虚假信息多次骗取他人现金，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刘某某利用
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
实施诈骗，可酌情从严惩处。刘某某被
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亲属代其退
赔全部经济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依
法可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
决被告人刘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民

规模越来越大，网络用户呈低龄化的特
点。青少年由于缺乏独立经济能力，又
有一定消费需求，加上身心发展尚未成
熟，对虚拟网络交易风险缺乏防范意
识，很容易成为网络诈骗分子的“囊中
之物”。本案被告人利用被害人未成年、
社会经验不足，加之被害人家长对孩子
日常生活交易常识缺乏教育、引导和监
督，轻易利用互联网骗取张某某13万余
元。本案警示：家长要依法履行监护责
任，对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和互联网
的时间和内容等要进行引导、监督；要配
合电子产品有关功能，及时了解子女用
网安全；对孩子可能接触到的大额财物

要严加管理，避免陷入网络诈骗。

案例8 江某某网上虚
假销售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江某某在互联网上以虚假

出售二手手机的方法实施诈骗，于
2017年7月11日骗取被害人李某甲
（在校学生）人民币4000元，于同月20
日至22日骗取被害人李某乙（16岁，
在校学生）人民币900元。江某某的亲
属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4900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江

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
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江某某利
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
数人实施诈骗，可酌情从严惩处。江
某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
赔全部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江某
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互联网通过诈骗方式

侵害学生合法权益案件。当下，互联
网蓬勃发展，学生们广泛运用，但学
生的甄别能力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薄
弱，上当受骗几率较高。本案警示：
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购物要提高警
惕，事先要经父母同意，不得擅自而
为。家长要教育子女网上交易的风
险，并及时了解子女需求，帮助子女
完成网上交易活动。网络电商管理平
台应加强对商户资质和日常资信审
查，减少、避免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的发生。

案例9 王某以招收童
星欺骗猥亵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王

某利用网上QQ聊天软件，以某公司
招收童星需视频考核为名，先后诱骗
被害人赵某某（女，10岁）、钱某某
（女，12 岁）、李某某 （女，12 岁）
与其视频裸聊。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

某以视频裸聊方式猥亵儿童，其行为
已构成猥亵儿童罪。王某猥亵儿童，
依法应从重处罚。王某被抓获后能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
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十个月。

（三）典型意义
网络色情信息的高强度刺激可能

使青少年沉溺其中，甚至走上犯罪道
路。本案被告人审判时年仅 20 岁，
在玩游戏时被当成女性，收到私聊和
广告要求其裸聊和做动作，了解了这
种方法之后，由于正值青春期，也想
尝试一下，于是编造传媒公司名字，
以招收童星考核身材为名，要求幼女
与其裸聊，寻求刺激。本案被害人都
是幼女，对于不良信息的辨别力差，
缺乏基本性知识，对自己行为的性质
没有清晰认识，希望成为童星因此被
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监管是
缺失的，孩子的网络行为没有受到干
预和引导，对他们接受的网络信息缺
乏甄选。本案警示：家长对孩子使用
电子产品和互联网行为不能不管不
问，要帮助子女识别色情、暴力、毒
品信息，否则极有可能使孩子受到网
络色情、暴力、毒品的侵害；要加强
对未成年子女的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

教育。互联网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净
化网络环境治理，设置浏览级别限
制，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促
进其健康成长。

案例10 付某某诉某网
络公司、某教育中心名誉
权、隐私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至同年6月，路透社

经与某教育中心联系，某教育中心口
头同意路透社前往该中心进行采访。
路透社与某网络公司签订协议，某网
络公司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
6月 30日期间可转载其文件。2014
年7月7日，某网络公司旗下的某网
站刊出一组《探访北京戒网瘾学校》
相关内容的照片和文章，相关网页第
一张照片为付某某正面全身照，该图
片为付某某坐在汽车后排座中间，左
右各有一名成年人。付某某头微微低
下，目光朝下，但图片没有打马赛克
或者做其他模糊处理。该图片配有说
明：“北京某教育中心是一所戒网瘾
学校，学校通过军事化管理帮助青少
年戒除网瘾。目前，类似这样的戒网
瘾学校在中国已经多达250所。为了
帮助孩子戒除网瘾，很多父母将孩子
送到戒网瘾学校，让他们接受心理测
验和军事化训练。”另，付某某全身
照还出现在第二十一张照片中，该图
片中付某某身穿便装，在沙发上与另
外两名身着迷彩服的同龄女生交谈。
付某某手托下巴，头朝向另外两名女
生。该照片配有说明：“5月 22日，
北京某教育中心，一名刚到中心的女
孩子正与其他学生交谈，在父母的要
求下，这名女孩到这里戒瘾。”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在刊载网络信息时，应特别
注意对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的保护。某网络公司旗下的某网站作
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探访北京
戒网瘾学校》相关内容的照片和文章
中，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使用未成年
人付某某的正面全身照且对其面部图
像未进行模糊处理。两张照片均可清
晰的辨认出是付某某本人，并配有

“一名上网成瘾的女孩”和“这名女
孩到这里戒瘾”等文字，侵犯了未成
年人隐私权。因某网络公司在国内的
影响力，该组照片和文章被大量点击
和转载，造成了付某某名誉权受到侵
害的事实。依据民法有关规定，判决
某网络公司在其某网站上发布向付某
某赔礼道歉声明，赔偿付某某精神损
害抚慰金1万元、公证费2500元、律
师费3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某网络公司转载的是其

他新闻从业机构的新闻成果，并非亲
自采访所得，此时新闻转载者也要对
新闻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真实
性。某网络公司虽与路透社签订有转
载新闻的协议，具有合法转载路透社
新闻的权利，但这不能免除其对新闻
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的义务。某网络公
司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必要的注意审
查义务，所转载的新闻存在基本事实
错误，同时还将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予
以公开，不仅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名誉
权，也侵害了其隐私权，给未成年人
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本案警示：新闻
自由并非毫无边界，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转载新闻时，应承担法律规定的审
慎义务，特别是在关涉未成年人或重
大敏感事件时要更加慎重，不能侵害
他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