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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 法院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开展涉毒案件集中
公开宣判活动，8起涉毒犯罪案件的被
告人李军、周健强等8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至十五年不等，并各处罚
金2000元至2万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5日
9时许，被告人李军从贵港市港北区汽
车东站租乘一辆出租车从贵港市前往广
西上思县。在上思县郊外的一个木板厂
附近的路边，被告人李军从他人手中接
到1包毒品海洛因。后被告人李军将该
包毒品海洛因放在所乘坐的出租车副驾
驶座位底下，并乘坐该出租车从上思县
返往贵港市城区。当天 21 时 50 分许，
被告人李军在所乘坐的出租车回到贵港
市覃塘区石卡镇西山332县道往贵港方
向岔路口附近时被公安查获。民警当场
从被告人李军所乘坐的出租车的副驾驶
座位底下查获净重347.89克的毒品海洛
因1包。

最终，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

告人李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3日
下午，张华向被告人周健强求购毒品甲
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并将5100元人
民币毒资通过微信转账给周健强。同日
22 时许，周健强在贵港市港北区唐人
街地下停车场附近将一包毒品甲基苯丙
胺贩卖给张华。刚交易完即被民警当场
查获。民警从张华身上缴获一包毒品甲
基苯丙胺（净重15.11克）。

法院经审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
被告人周健强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另外 6 起案件中，被告人姜晓才、
彭晨安等人因犯贩卖毒品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

据介绍，这8名被告人年龄普遍较
轻，其中最小的仅有 19 岁。从该院近
几年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来看，毒品犯
罪年龄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

（李静蕊）

本报北京6月25日电 今天下
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
利用闪送快递方式贩卖毒品案，被告
人张海龙贩卖甲基苯丙胺 100 余克，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1月2日22
时许，买毒人王某到公安机关举报张
海龙的贩毒线索，并在公安机关向
其约购毒品。次日0时许，张海龙为
了逃避被公安机关打击的风险，以
发送闪送快递的方式在海淀区今典
花园小区，以600元的价格向买毒人
贩卖可疑晶体物一包，后快递员被
民警当场控制，经鉴定，上述可疑
晶体物检出甲基苯丙胺 （冰毒），净
重0.98克。经询问，该闪送员对其所
持有的档案袋内藏有毒品一事并不知
晓，该快递件送达地点为今典花园
小区，揽件地址为通州区某小区，
并称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通过闪送
快递藏毒来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抓
获。办案民警在快递员的指引下，

于 2018 年 1 月 3 日 13 时许到达揽件
所在地楼下蹲守，后发现与快递员
描述的面部特征相似的人，随后民
警将被告人张海龙抓获，并从其上
衣口袋中起获可疑晶体物九包，经
鉴定检出甲基苯丙胺 （冰毒），净重
9.55克。后民警从被告人张海龙位于
通州区的居住地处起获可疑晶体物十
包，经鉴定上述可疑晶体物中有两包
检出甲基苯丙胺（冰毒），净重94.07
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海
龙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
卖毒品罪。鉴于被告人张海龙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
较好，本案系控制下交付，涉案毒品
未流入社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
罚。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
被告人张海龙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1
万元。

（谭轶城 段倩倩）

本报讯 “6.26”国际禁毒日到
来之际，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方妈鞍
等四名涉毒犯罪分子依法执行死刑。

方妈鞍、黄丽萍等人贩卖、运输
毒品一案，方妈鞍贩卖、运输毒品甲
基苯丙胺超过 14 公斤，黄丽萍贩卖
毒品甲基苯丙胺超过 10 公斤。该案
系近年来青岛市案发的涉案毒品数量
特别巨大的毒品案件 。该案五名被
告人中，方妈鞍、黄丽萍两名被告人
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执行死刑；
孙海建、张俊鹏两名被告人被裁定核
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苏效
丽以运输毒品罪被裁定核准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

2013年5月8日，方妈鞍与张俊
鹏、黄丽萍、孙海建商定，方妈鞍卖
给黄丽萍、孙海建冰毒 14 公斤，送
给张俊鹏冰毒 1.1 公斤。5 月 9 日下
午，苏效丽根据方妈鞍的安排，携带

藏有约 15 公斤冰毒的黑色行李箱乘
坐长途车从广东省深圳市前往青岛。
5 月 10 日 11 时许，黄丽萍将毒资现
金人民币 75 万元交给张俊鹏，后张
俊鹏将该毒资交给方妈鞍。当日 14
时许，方妈鞍将苏效丽带来的装有冰
毒的黑色行李箱交给张俊鹏，张俊鹏
驾车将该行李箱带回住处与孙海建、
黄丽萍对行李箱内的冰毒进行分配，
孙海建分得 2938.5 克，黄丽萍分得
10795 克，张俊鹏将方妈鞍送的 942
克冰毒留下，又从方妈鞍送的另外
100克冰毒中取出少量与黄丽萍、孙
海建共同吸食，并分别送给黄丽萍、
孙海建各10余克。当日18时许，三
名被告人携带毒品欲离开房间时被公

安人员当场抓获。当日，公安人员在青
岛流亭机场将被告人方妈鞍、苏效丽抓
获，从方妈鞍处缴获现金75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被告人
方妈鞍非法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约
14798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
品罪。其在贩卖、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
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且地位、作用
突出。被告人黄丽萍为贩卖而非法购买
甲基苯丙胺，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涉案数量约10918克。方妈鞍、黄丽萍
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
罪行极其严重。最终，经最高人民法院
裁定核准了对方妈鞍、黄丽萍两罪犯的
死刑判决。

被同时执行死刑的还有跨省贩卖、

运输毒品的湖南籍罪犯刘帮；多次参与
贩卖毒品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的罪犯钟世东。

据了解，多年来，青岛中院始终坚
决贯彻党中央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相关
会议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在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会议上确
定的指导思想，依法严厉打击毒枭、职业
毒贩、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
身危险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始终保持对
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贯彻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根据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犯罪
事实、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区
别对待。对于犯罪行为较轻的初犯、偶
犯、从犯、未成年犯等依法予以从宽，确
保罚当其罪，公正量刑。同时，青岛两级
法院还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通
过典型案例宣传等多种方式巩固扩大禁
毒工作成果，在岛城营造禁毒的浓厚氛
围，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吕 佼）

青岛四名重大涉毒罪犯伏法

男子利用闪送快递贩毒获刑十五年 贵港市港北法院公开宣判8起涉毒案

本报镇江 6 月 25 日电 今天上
午，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一起扰乱法庭秩序的刑事案件。
因在法庭上公然殴打律师，被告人潘
荣伟、张社元、叶佳佳犯扰乱法庭秩
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一年二个月、一年三个月；被告
人黄伟、胡良建因犯扰乱法庭秩序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适用缓
刑。据了解，该案系全省首起在法庭上
公然殴打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刑事案
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1
日上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该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广东原
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丹徒区
新城好家多超市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
件，被害人即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福

建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海棠、被告人
即被告的经营者潘荣伟等人到庭参加诉
讼。庭前，潘荣伟事先在微信群中发布
开庭的时间、地点，致开庭当日，被告
人张社元、黄伟、胡良建、叶佳佳等
20 余人至镇江中院旁听庭审。因旁听
人员较多，且情绪激愤，开庭前，法庭
宣布了法庭纪律。

当天中午 12 时许，庭审活动结
束。审理结束后，书记员将庭审笔录打
印出来交潘荣伟阅读、签字，彭海棠尚
未离开原告审判席并在等待阅读庭审笔
录。在此过程中，黄伟、张社元、叶
佳佳等旁听人未经准许进入审判区，
潘荣伟来到原告审判台，伸手指向位
于审判台另一侧的彭海棠，因距离较
远，潘荣伟绕过审判台，直接走到彭
海棠的面前，随即快速出手向彭海棠

的头面部击去，被彭海棠躲过，彭海
棠随后持手中文件回击，张社元从背
后将彭海棠拉倒在地，潘荣伟、张社
元、叶佳佳、黄伟即上前脚踢彭海
棠。在承办法官制止过程中，彭海棠
为躲避被殴打，逃离第十法庭躲到隔
壁的第九法庭，潘荣伟、张社元、叶
佳佳、胡良建等人又追到第九法庭，
张社元再次将彭海棠踹倒，潘荣伟、
张社元、叶佳佳、胡良建对彭海棠殴
打，致使法庭的秩序严重混乱。

潘荣伟提出，事发时庭审活动已经
结束，其行为发生在庭审活动之后，不
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

京口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法庭是
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审判案件的专门场
所，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进入法庭，
参与或者旁听案件审理，应当遵守法庭

秩序，这是尊重法治权威、保障审判活
动正常开展、保护法庭安全的当然要
求，也是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当然要
求。毫无疑问，庭审活动当然属于法庭
安全和法庭秩序中的核心利益，但是在
法庭内，围绕特定庭审活动而进行的、
与庭审活动紧密相连的准备阶段、中间
休庭阶段、等待阶段、评议阶段以及庭
审结束后阅读、签字庭审笔录阶段、法
庭内人员离开法庭阶段，也仍然属于我
国刑法所要保护的法庭安全和法庭秩序
范畴，仍然存在成立扰乱法庭秩序罪的
可能。

本案中，5名被告人在审判长宣布
庭审活动结束后诉讼参与人阅读庭审
笔录期间，不能控制情绪而大闹法
庭，殴打诉讼参与人，且不听承办法
官制止，继续追打诉讼参与人，属于
侵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庭安全和法
庭秩序的行为。5名被告人的行为造成
法庭秩序严重混乱，均构成扰乱法庭
秩序罪。

法院经审理，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
决。

（史友兴 汪 云）

法庭上公然殴打律师

镇江五被告人扰乱法庭秩序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孙园园）近日，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原局长朱琳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判
处被告人朱琳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90 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
缴。阜阳中院院长吴世琦担任该案审
判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质监系
统代表50余人参加旁听。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1 年 至
2017 年，被告人朱琳利用担任安徽
省驻京办副主任、主任，省质监局局
长的职务便利，或者利用上述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经
营高速公路服务区、转让土地使用
权、工程建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非
法收受马某等人现金、购物卡、车辆
等财物合计437.3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琳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收
受他人财物合计437.33万元，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受贿索贿437万元

安徽省质监局原局长被判刑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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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发现洪光等15人非
法破坏草原种植农作物，洪光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通榆县人
民法院已判处刑罚。通榆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民事公益诉讼线索报送本
院。本院查明：1995年至2016年，洪光等人在通榆县新华镇、向海乡、八
面乡境内非法开垦草原，共计1310.70亩，使当地草原植被受损，草原
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破坏行为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失，即生态
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至今未得到赔偿。本院
认为，洪光等人的行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为实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目的，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在全国范围内建议有权提起诉讼的环
保组织，在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期满后不起诉的，本院将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联系电话：
0436-3258731。 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检察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被告人付香情滥伐林木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依法有
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可以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
本院申请参加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列为共同原告；逾
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内蒙古]扎赉特旗人民法院

王敏：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少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
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人所有的长春市宽城区青
年路以西、北环城以南青年城（A区）A-34幢 101号房建筑面积
3923.69平方米房屋及相应的面积为1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值评
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
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
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
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
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

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
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
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
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
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
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版面及页
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孙刚：本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了（2018）吉0183执恢106号
执行执行决定书，决定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期限为两
年。同时作出了（2018）吉0183执恢106号限制高消费令。现向你公
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河北王琢服装有限公司、王恒顺：关于申请执行人王志敏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拟对本案中已查封的被执行人王恒顺所
有的坐落于宁晋县城凤凰南大街76号房权证宁城房字第100595号
房产价值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勘验现
场通知及领取评估报告的时间，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
院司法技术辅助室接待室（联系人：毕元晖；电话：0319-8300579）选
取专业机构;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20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
时到拟评估的房产处参加现场勘验;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35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大曹庄人民法庭（联系人：沈辉；电
话0319-8300599）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收到评
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未到场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
异议，将视为你们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宁晋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依法受理了北京哲彦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27日指定北京市北斗鼎铭
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哲彦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哲彦
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北
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221号博
泰大厦8层；邮编：100102。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周明，13718998349】申
报债权。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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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哲彦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8日上午10时在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潭柘寺法庭第一法庭（地址：北京市门头沟
区潭柘寺镇京潭大街南村公交站前10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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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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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史伯良、孙小章、孙莲英申请认定朱家生生前所有的
位于余姚市兰墅公寓三期15幢1001室（附22号储藏室）的房屋1套
和余姚市兰墅公寓三期南区1幢911室（附车位1只）的房屋1套，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世南社区支行的存单20000元及利息、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玉立支行的存单10000元及利
息、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存单30000元及利息，在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支行存款及利息为无主财产
一案，依法对上述财产发出认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如果无
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余姚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施菊花申请宣告周
龙恩死亡一案。申请人施菊花称，周龙恩系施菊花配偶，周龙恩
离家出走已满4年，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人周龙恩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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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周龙恩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
龙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周龙恩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桂霞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吴俊死亡一案。申请人吴桂霞称，被申请人吴俊于2018年3月
29日因意外事件落水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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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吴俊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吴俊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吴俊情况向本院报告。[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国琴申请宣告徐茂忠失踪一案，经查：徐茂忠，男，
1965年2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22
号20号楼2门604号，身份证号：11010819650203493X。于2000年
11月23日走失，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徐茂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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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赖健平申请宣告赖贺朋死亡一案，经审查：被申请人
赖贺朋，男，194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失踪前住广东省东莞市道
滘镇昌平村民小组13巷1号，身份证号码：442527194612193034。赖
贺朋于2012年9月21日走失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赖贺朋本人或知其下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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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慧娟申请宣告陈启辉死
亡一案。申请人陈慧娟称，陈启辉，男，1968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
东省普宁市榕华南山管理区15队，身份证号码：445281196801316711，
因患抑郁症于1999年5月25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已下落不明满4年。
下落不明人陈启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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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启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陈启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陈启辉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普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谭延君申请宣告张智勇死
亡一案。申请人谭延君称，2013年11月14日被申请人张智勇因患抑郁症
及沟通精神障碍等其他不知名疾病外出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人张智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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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智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张智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
智勇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蒋石奇、蒋永才、蒋玉琴申请宣
告蒋玉才死亡一案。申请人蒋石奇、蒋永才、蒋玉琴诉称，被申请人蒋玉才（男，
195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1195210202353，江苏
省张家港市人，住张家港市锦丰镇联兴村锦丰片第二组25号）系申请人蒋石
奇、蒋永才、蒋玉琴之兄。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父母已去世。被申请人蒋玉才
1990年因与家人发生口角后离家出走，家人曾多次外出寻找，一直言无音讯，
至今已28年之久。下落不明人蒋玉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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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蒋玉才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蒋玉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蒋玉才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受理申请人陈明生申请宣告陈伦平（男，
197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62123197811246051，住江
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西牛镇中村村下乌石）死亡一案。申请人陈明生称，
其子陈伦平于2010年8月15日从信丰县人民医院病房出走失踪，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人陈伦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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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伦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陈伦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陈伦平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西]信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春梅申请宣告王海龙死亡一案，经查：王海龙，男，1979
年3月20日出生，汉族，籍贯四城市中江县，原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南一路8号2号楼2单元602号，身份证号：650104197903200817，于
2013年2月5日被单位派往哈密租赁站值班，在租赁站值班期间失踪，
下落不明已满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王海龙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华美贞申请宣告被
申请人华国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华美贞称，华国民于1997年4月
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华国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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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华国民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华国民情况向本
院报告。 [浙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兹有本院执行局裁决处法官助理刘昌飞（工作证号LS911）
丢失证号为LS911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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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5 日电 （记者
郭京霞 赵 岩）今天，北京铁路运
输法院对李女士诉某铁路集团公司铁
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判决被告取消K1301次列车吸烟区标
识及烟具。

原告诉称：2017年6月9日，原
告从北京站乘坐被告运营的K1301次
列车到天津旅游。列车上设置有吸烟
区并放置了烟具，多名乘客在列车上
吸烟，均无人劝阻；原告一路深受二
手烟、三手烟危害，身心受损。原告
请求被告赔偿购票款102.5元、律师
代理费3000元；精神损害赔偿1元并
赔礼道歉；取消K1301次列车内的吸
烟区，拆除烟具并禁止在K1301次列
车内吸烟。

被告辩称：其将原告安全正点运
送到天津站，已履行合同应尽义务，
不存在违约情形；被告在普速列车车
厢连接处设置吸烟区不违反法律规
定，也未对原告造成侵权。本案名为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实质为公益
诉讼案件，原告既主张被告承担侵权
责任，又主张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诉
讼主张相互矛盾。综上，请求法院驳
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被告
将原告准时送达目的地，已完成主合
同义务。其次，火车票背面载明的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条要求承
运人要确保、维护车厢的良好环境；

被告在列车内张贴的乘车安全须知载
明“禁止在列车各部位吸烟”表明该
次列车全车禁烟；被告引用《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 等规定作为其在列车
内设置吸烟区的合法性依据，理由不
足；被告设置吸烟区、摆放烟具的行
为违反承运人的从合同义务，应予纠
正。虽然本案不是公益诉讼，但公共
利益与私人利益在本案中是相互包含
的关系，被告上述行为的持续会对以
后所有乘坐该次列车的乘客的出行环
境甚至身体健康产生或将会产生不利
影响，判令被告取消K1301次列车吸
烟区标识及烟具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的维护。考虑到拆除烟具的经济成本
和可能对车厢本身设施造成损坏，法
院允许被告采取变通的措施，如采取
对烟具遮挡、封堵、张贴封条等方
式。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

同时，法院认为，列车是相对封
闭的公共空间，权利容易交叉重叠甚
至冲突。当权利发生冲突时，需要考
虑权利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位阶，本
案中，旅客身体健康不受侵害的权利
应高于吸烟者的吸烟权益。司法裁判
需要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来
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此外，被告已
经通过张贴安全须知等方式推行了一
些控烟措施，法院希望被告能采取更
有力的措施，让公众能在更优质的环
境中出行。

本报张家界 6月 25 日电 （记
者 陶 琛 通讯员 向 进 王红
英）今天下午，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了一
起拒执案，对被告人彭某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 年 4 月，
彭某与其前夫汤春某向汤智某共同借
款10万元，同年5月、8月，二人又
分别向汤智某借款5万元、10万元，
此三笔借款双方均口头约定3%的月
利息。2017年3月，汤智某向永定区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彭某、汤春某偿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该院于2017年5

月作出判决，判决被告彭某、汤春某
共同偿还原告汤智某借款本金 25 万
元，并支付利息 45 万元。判决生效
后，永定区法院于 2017 年 7 月向彭
某、汤春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
财产令，但二人均未申报财产，反而
在收到执行通知书的第二天，彭某就
将其存在中国银行的 7.5 万元取出，
致使判决无法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彭某
转移财产，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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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被告人彭某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已将涉案钱
款 7.5 万元退缴，依法可从轻处罚，
且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
有再犯罪的危险，遂依法作出上诉
判决。

普速列车无烟案一审宣判
K1301次列车吸烟区标识及烟具被判取消

有钱不还并转移存款

张家界一女子犯拒执罪获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