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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3日（总第7399期）

北京恩典世纪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本院根据
北京恩典世纪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4月 23
日作出（2018）京 0114破申 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恩典
世纪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市大
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恩典世纪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14日前，向管理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
务所申报债权（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
地D座7层；邮政编码：100020；联系电话：13910553682），并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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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恩典世纪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恩典世纪网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17日上午 8时 45分在昌平法院第一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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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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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破46号之二，2018年6月22日,本院根据信盈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之规定，裁
定批准《信盈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信盈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门市杰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粤2071破申18号民事裁定，受理广
东国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8）粤 2071
破5号]，并于2018年5月8日指定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为广东国
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国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8月1日前，向广东国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孙文东路
268 号 御 景 湾 大 厦 六 层 ；邮 政 编 码 ：528400；联 系 电 话 ：
13824737306；联系人：李舒青律师】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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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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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广东国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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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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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王艺梅的申请，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作出
（2017）粤2071破申12号民事裁定，受理豪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8）粤2071破4号]，并于2018年4月9日
指定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为豪
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管理人。豪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18年8月6日前，向豪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管理人【中
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中
山二路78号202房；邮政编码：528400；联系电话：15113369627；联
系人：麦要芳】申报债权。如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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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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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豪元玩具（中山）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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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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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债权人：《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全体债权人书面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

5月 30日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民破 170号之三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16 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本次分配的分
配总额 320,312.65 元，其中，劳动债权分配总额 280,100.00 元，
全 额 清 偿 ；普 通 债 权 分 配 总 额 40,212.65 元 ，清 偿 比 例 为
2.0217%。债权人应予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未受领的分配额，
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仍不领
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本管理人将依
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管理人

因江苏西施梦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江苏西施梦铜业有限
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已于2018年6月13日裁定终
结江苏西施梦铜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黄若的申请于2018年5月30日裁定受理启东市御
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南通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 2018年 8月 13日前，向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中路169-11金路大厦A
座 305室南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26001；联系
人：殷高宏；联系电话：0513-81100900，13584685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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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4日下午15时在启东市
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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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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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过程中如发现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本院将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不再召开债权人会
议，并予以公告。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因如皋市博润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拟定的《如皋市博润化
工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本院裁定确认，现管理人已
按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于 2018年 6月 19日裁定终结如
皋市博润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因启东力德电缆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按照《启东力德电缆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裁定终
结启东力德电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陈燕的申请于2018年6月11日裁定受理启东市昌
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海安中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启东市昌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 2018年 8月 23日前，向启东市昌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江海东路10号5-6层海安中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26600；联系人：吴海宁；联系
电话：0513-88817805,13328080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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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昌盛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启东市昌盛电
器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
月31日15时在启东市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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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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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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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李广朝的申请，于2018年6月5日裁定受理南京旭
日建筑工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圣典律师事
务所担任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9月 14日前，向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
管理人【联系人：王律师；通信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58号南
苑大厦10楼；邮政编码：210017；联系电话：15951015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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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28日 15时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南京市浦口区浦园路1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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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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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启东市柒捌玖零制衣厂、启东建业针织制衣有限
公司、启东市近海麒麟针织厂、启东市鑫盛针织制衣厂、顾井兰、
沈克勤、邢晓红、沈天威、杨阳的申请于 2017年 8月 25日裁定受
理南通华琳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琳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华琳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已于 2018
年 6月 11日作出（2017）苏 0681破 4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华琳公
司破产。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因宜兴市如日中天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宜兴市如日中天贸易
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已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终结宜
兴市如日中天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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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李 艳 李平江）近日，在湖南省岳阳
市洞庭湖城陵矶水域的渔都码头，岳阳
楼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吴某等 12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
在所附带的民事公益诉讼中裁定“修复
生态环境意见”先予执行，由被告人出
资购买成鱼 8600 千克、幼鱼 402 万余
尾，放流至洞庭湖水域。这是湖南省在
环境公益诉讼中首次适用先予执行措
施。

检察机关指控，2017 年 12 月至
2018年1月，被告人吴某伙同被告人王
某某，组织被告人王某等十名渔民在洞

庭湖水域进行非法捕捞。期间，被告人
多次使用国家明令禁用的“门板式”电
网进行捕捞，共计捕捞渔获物 5434
斤，非法获利1.2万余元。2018年1月1
日，被告人吴某等人在城陵矶冷库码头
转移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时，被长江航运
公安局岳阳分局民警当场抓获，现场查
获非法捕捞渔获物共计4300斤。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
某等 12 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岳
阳楼区法院提起公诉，并认为吴某等
12 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洞
庭湖水域的水生物资源和水生态环
境，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失，遂

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对生态环境的
修复。

6月21日，岳阳楼区法院首次适用
七人合议庭 （3 名法官+4 名人民陪审
员）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结合庭
审，合议庭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诉
讼请求及先予执行申请进行了认真评
议，考虑到当前洞庭湖尚处于禁渔期的
有利时机，为充分保障修复生态环境举
措发挥实效，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
效修复，遂依法作出前述裁定。

在确保法律效果的同时，为扩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效果，凝聚保护

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最大合力，岳阳楼区
法院主动作为，执行放流的当天，积极
联合岳阳楼区检察院、长航公安局岳
阳分局、岳阳县渔政管理局等四家单
位，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开展
以“牢记嘱托，忠诚履职，守护好一
江碧水”为主题的修复生态大型警示教
育活动。

岳阳市两级法院、检察院，岳阳市
农委，岳阳楼区委，岳阳县政府等相关
领导出席了警示教育活动，江豚保护协
会、岳阳楼区洞庭街道办事处等相关负
责人及周边群众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岳阳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中适用先予执行措施
要求被告人在禁渔期内放流一定数量的成鱼和幼鱼

本报讯 妻子遗嘱将名下的房产全
部由养女孙慧一人继承，丈夫却要求将
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
作为妻子的法定继承人。今天，江苏省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继承纠纷
案作出一审判决：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
与第三者所生女儿不应当认定为妻子的
法定继承人。

孙华和妻子李兰 1980 年结婚，婚
后一直没有生育子女。1987 年，孙华
和李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取
名为孙慧。2012 年，孙华在外出经商

过程中，和案外人刘玲生育一女取名孙
莹。面对老公的背叛，李兰悲痛至极，
经常以泪洗面。不久，李兰得了尿毒
症。2016年4月，李兰立下公证遗嘱，
将三套房屋中属于自己的部分死后由唯
一的女儿孙慧继承。半年后，李兰因病
去世。

2017年7月，孙慧起诉父亲孙华和
外公李品至崇川区法院家事法庭，请求
依法继承李兰的遗产。

法庭上，孙华辩称，孙莹也是李兰
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参加诉讼。

法院依法通知孙莹作为原告参加诉
讼。孙莹通过法定代理人孙华主张：孙
莹和李兰生前构成继女和继母的关系，
李兰 2016 年的公证遗嘱没有对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
孙莹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属于无效的

遗嘱，李兰所有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
承处理。

孙慧和李品都认为，李兰生前对孙
华出轨一事深恶痛绝，孙莹不是李兰的
法定继承人，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为了弄清楚孙莹有没有和李兰一起
共同生活，家事法庭委托家事调查员多
次走访李兰生前的邻居、社区民警以及
孙莹的生母刘玲，并作出调查报告。

经当事人质证，最终法院认定李兰
因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没有抚养孙
莹的能力，也没有抚养孙莹的意愿。

崇川区法院家事法庭经审理认为，
孙莹并非李兰的养女，也不是李兰的继
女，因此孙莹并非李兰的法定继承人，
公证遗嘱合法有效，遂判决支持了孙慧
的诉讼请求。（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陈 程 古 林）

丈夫与第三者所生女儿 不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

法院判决要尊重公序良俗
该案承办法官黄晴介绍说，我国现

行法律确认的拟制血亲有两类：一是养
父母与养子女以及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其
他近亲属；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兄弟姐妹。该
案中，孙莹并非李兰的亲生女儿，那么
就要判断孙莹和李兰是否构成拟制血
亲。首先，孙莹并非李兰的养女。双方
并不满足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也没

有办理收养登记。其次，孙莹也并非李
兰的继女。根据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是
否形成了抚养关系，其可分为以下分
类：一是由共同生活的法律事实形成的
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二是直系
姻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孙莹为孙华与
李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非婚生
育的女儿。孙莹的生父母均健在，即使
孙莹与李兰曾经共同生活，亦不可能形

成法律上继子女关系。
“认定孙莹是李兰的法定继承人不

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背公序良
俗。”黄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
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
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婚姻
法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夫妻之
间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孙华在与
李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共同生
活生育子女，违反了婚姻法的上述规
定。如果认定孙莹是李兰的法定继承
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忠实义
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
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
讯员 李 洁）被法院判令还款，却
一直不履行，还擅自转移名下18套
商品房。近日，被告人金某被浙江省
温岭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2011 年5月23 日、6月8日，金
某和侄女婿金某宾以李某和金某宾
的名义借款给广业公司1200万元、
1300 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 10 天，
由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某根个
人提供担保。后广业公司未及时全
额偿还借款。

2012 年 2 月，金某根批字同意
将其中的2000万元作为购房款，用
于订购其子公司开发的位于浙江临
安金禾嘉园的18套商品房，当时价
值人民币 2000 万余元。但在办理
相关手续时将该房产直接网签至金
某夫妻名下。

2015年以来，金某因与温岭一
家小额贷款公司发生借款纠纷，被
温岭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由他偿付
相应的借款。据统计，截至2016年
3 月，金某在温岭法院作为被执行

人的案件共计27件，申请标的额达
5000万余元。

金某在接到法院送达的执行通
知书、财产申报令等材料后，依旧置
若罔闻，不予履行，亦未申报财产。

2016年1月13日、1月22日，在
明知需要支付执行款的情况下，金
某将已网签至其夫妻名下的 18 套
商品房在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之
后，将其中的17套转让给了广业公
司的员工江某，1套以76万元的价
格卖给了何某。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金某在网
签得到18套商品房时，根据相关规
定，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可以查
控，而其却有意向法院隐瞒，未如实
申报相关财产权益，并在知悉房屋
取得的实际内情下，再次未向法院
报告，将上述房屋退还，最终被过户
登记到他人名下，造成法院对该18
套商品房目前无法作为可供执行的
财产进行查控，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有
抗拒法院执行的故意，也实施了相关
的行为，应认定金某构成了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河南省淇县一养殖场
拖欠饲料款17万元长期不还，法院
执行过程中发现其在银行有大额存
款，经采取罚款强制措施后其仍拒不
执行。近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审判处被
告人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经查，宋某系河南省淇县北阳
乡人，2006年9月，宋某的父亲和几
个合伙人在淇县联合开办奶牛养殖
场，养殖规模由原来的几十头逐渐
扩大到400多头。地处沁阳市崇义
镇的焦作禾丰饲料有限公司为该养
殖场提供饲料。2010年以后，该奶
牛场由宋某担任场长、法定代表
人。2016 年沁阳法院作出的一份
民事调解书显示，2015 年 2 月 4 日
之前，宋某在原告单位焦作禾丰饲
料有限公司购买饲料的货款达 20
万元，此后偿还3万元，剩余17万元
经法院调解，宋某同意在 2016 年 7

月 26 日前支付完毕。2016 年 7 月
20日，焦作禾丰饲料有限公司向法
院申请执行，执行内容为：被告人宋
某应偿还自诉人焦作禾丰饲料有限
公司货款 17 万元及利息。该案在
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查询到宋某
银行账户有大额存款，宋某有能力
履行而拒绝报告财产，经采取罚款
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

今年1月20日，自诉人焦作禾丰
饲料有限公司以被告人宋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为由向沁阳市公安局
提出控告，沁阳市公安局于当日下达
书面答复，建议提起刑事自诉。今年
1月24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执
行干警在宋某的老家将其抓捕。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宋某
对人民法院的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张建忠）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老赖”隐瞒并转让名下18套房产
一审获刑一年八个月

有大额存款却拒绝还债
养牛场场长获刑一年六个月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员
徐 军）陕西省西安市市民李某一次性
从广东吴某处购买 20 公斤毒品，在返
回西安时被警方抓获。近日，陕西省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这起特
大毒品案，李某和吴某一审被判死刑；
被告人吴某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被告人杨某、惠某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和九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3 月以
来，李某多次从吴某处以每克 33 元至
35 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冰毒，并运至西
安。除自己吸食外，李某还将毒品以

每克110元至13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
被告人吴某某、惠某和刘某。杨某明
知李某贩卖毒品而为其提供收取毒资
的银行卡，筹措毒资，并帮助李某为
他人运送毒品。

2016 年 7 月，李某驾车前往广东，
从吴某处以每克 33 元的价格购买到
429890 元的冰毒，并向吴某某、惠某
和刘某等人出售。

2016年4月至案发，吴某某共向李
某汇出 47 万余元购买毒品。除吸食
外，吴某某将所购毒品在西安周边一带
多次向吸毒人员出售。

同年10月1日，李某驾车再次前往
广东，寻找吴某购买毒品。10月3日，
李某通过电话联系、信息发送等方式指
使杨某分别向吴某某、惠某贩卖毒品
90克、20克。

10 月 4 日，李某以 50.55 万元的价
格从吴某处购买冰毒 20 公斤，藏匿于
车辆的后备厢及备胎处，10月5日驾车
返回西安。次日下午，公安人员在西安
周至县抓获李某和前来迎接的杨某，当
场从车后备厢中查获白色晶体状物 16
包，又从后备厢内备胎处查获4包，总
重量近20公斤。经鉴定，从20包白色

晶体状物中均检出甲基苯丙胺，含量为
69.7%至84.88%。

随后，公安人员又在二人居住的周
至县某小区配电箱中查获白色晶体状物
1 包，净重 730.72 克，检出甲基苯丙
胺，含量为83.51%。

抓获李某后，惠某通过短信联系李
某购买冰毒，后其向公安人员指定的卡
中汇入毒资。10月7日，公安人员在周
至县一停车场抓获前来取毒品的惠某，
同日在武功县抓获吴某某，在其车内查
获白色晶体状物 2 包，净重 18.88 克，检
出甲基苯丙胺。10月13日，公安人员在
广东省陆丰市警方配合下抓获吴某。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李某
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吴某的行为
构成贩卖毒品罪，李某的行为构成贩
卖、运输毒品罪，吴某某和杨某、惠某
分别构成贩卖毒品罪。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西安宣判一起特大毒品案
贩卖毒品超过20公斤 两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缓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覃 娟）福建省厦门市一火锅店在火锅
底料里添加罂粟壳，通过使人食后上瘾
来吸引回头客。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同
安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危害食品安全的案
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东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东是一家
川菜火锅店实际经营人。2014年8月开
始，为吸引更多的回头客，张东将从网
上购买的罂粟壳作为佐料加到火锅底料
中并开始对外销售，其每制作200斤火
锅底料会添加 10 个左右的罂粟壳，火
锅店的营业额每天达到7000至1万元左
右。

2017年10月31日，厦门市同安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张东经营的川菜火锅
店销售的火锅底料进行抽检。经检验，
该火锅底料中均含有罂粟碱、吗啡、可
待因、那可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关于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物质的标
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今年1月4日，张东涉嫌危害食品
安全罪，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东违反
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
食品“火锅底料”中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罂粟壳，其行为已构成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张
东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庭
审时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火锅底料添加罂粟壳
危害食品安全被判刑

新华社石家庄7月 2日电 （记
者 李继伟）记者从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获悉，河北法院系统2 日公开宣
判了七起涉恶案件，39名被告人受到
法律制裁。

7月2日，河北法院系统依法对沧
县被告人徐福起等 8 人寻衅滋事、妨
害公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正定
县被告人王建海等5人敲诈勒索、寻衅
滋事、非法拘禁、开设赌场案，石家庄
高新区被告人王雄磊等9人组织、容留
卖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新乐市
被告人徐二考等3人寻衅滋事案等七
起涉恶犯罪案件依法进行公开宣判，
根据不同罪责对39名被告人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河北各级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突出打击重点，对黑恶势力犯
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首要分
子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始终保持对各类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做
到有黑必扫、有恶必除、除恶务尽，无恶
治乱。同时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三项规程”的
要求，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
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打准、打实、打出成
效，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用实际成效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河北法院系统集中宣判七起涉恶案件
39人受到法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