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欧阳铭琪 新闻热线（010）67550769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广东汕尾宣判一起恶势力犯罪案
涉毒涉枪的首要分子被一审判处死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5日（总第7401期）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年 7月 28日 10时
至 7 月 29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
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李丽芳名下位于开封市西大街中城花园 2号楼A段 1
单元6层9号的房产（建筑面积为86.85平方米）。现予以公告。咨
询电话：0371-23809071。 [河南]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

梁琪林：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刘汝忠与你关于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珠仲裁[2018]第7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
理仲裁申请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开庭
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 9月
13日上午 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届时如你未
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长 沙 市 雅 堂 小 超 超 市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430104000244270）：本会已依法受理申请人施静、陈杰、刘超、周
田甜、周晶与你的劳动争议，因你未来本会领取相关法律文书，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案卷号：岳劳人仲案字（2018）87号、岳劳人仲案
字（2018）91号、岳劳人仲案字（2018）92号、岳劳人仲案字（2018）93
号、岳劳人仲案字(2018)94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会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5日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湖南省长
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273号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不到庭，
本会将依法裁决。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俞德军申请宣告韩亮失
踪一案，申请人俞德军称，被申请人韩亮于2015年5月26日9时许在
哈尔滨市松北区馨园小区附近走失 ，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人韩
亮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韩亮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韩
亮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韩
亮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孟士秀申请宣告姜萍死
亡一案，申请人孟士秀称：被申请人姜萍系其女儿，公民身份证号码
420300197005272061，患有精神疾病，1998年离家出走，经亲属多方
寻找，及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均寻找未果，至今下落不明，为此申请
宣告其死亡。下落不明人姜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明人姜萍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姜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
知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肖宜玉申请宣告郭
学枝失踪一案。申请人肖宜玉称，郭学枝系申请人的母亲，因申
请人的父亲肖东卫 2009年 6月 25日因车祸死亡，郭学枝精神失
常，加之先前大脑有障碍，于2011年12月离家出走，经多方联系
一直未联系上，至今下落不明满2年。下落不明人郭学枝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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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郭学枝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郭学枝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郭学枝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仁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师闵公民死亡一
案，经查：王师闵，男，1938年 3月 6日出生，汉族，籍贯为山东省
招远市，户籍所在地为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 28 号，身份证号：
210113193803066418。王师闵于2005年3月29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师闵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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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海森申请宣告张利民失踪一案，经查：张利
民，男，1982年 3月 14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凌源市人，住辽宁省
凌源市凌水湾小区11号楼一单元101室，于2015年10月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利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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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凌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文泓申请宣告公民马
妮娜死亡一案。经査：马妮娜，女，1983年9月28日出生，满族，农民，
宁城县甸子镇小黑石村五组人，原户籍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新
华电厂1号楼2单元2楼1号，公民身份证号230606198309281163，
于2007年夏季因精神不正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马妮
娜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马妮娜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马妮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马妮娜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宁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润娥申请宣告张玉
林死亡一案，申请人杨润娥称，下落不明人张玉林患有精神分裂症，
于2011年4月8日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玉林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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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玉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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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刘晓东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崔小丽失踪一案。申请人刘晓东称，被申请人崔小丽与其系母
子关系。刘晓东父亲刘玉平于2007年1月1日死亡，被申请人崔小丽
于2008年3月10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崔小丽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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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崔小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崔
小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崔小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吕月娥申请宣告高
连生死亡一案。申请人吕月娥称，被申请人高连生于1999年5月
离家办事，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高连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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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高连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高连生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高连生情
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长玉申请宣告张俊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特
13号]，经查：张俊，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126196504135619，住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先锋7组44号。于2001
年9月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1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张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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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兴顺申请宣告徐少琼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
特15号]。经查：徐少琼，女，196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
码：51012619640311682，住四川省彭县利安乡白庙村四组。于2011年
4月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徐少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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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廷灿申请宣告蔡长英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
特17号]，经查：蔡长英，女，1949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510216194909074029，住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天府东路161号14栋
三单元8号。于1998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蔡长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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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华碧申请宣告朱雁失踪一案，经查：朱雁，女，
1978年11月9日出生，现年39岁，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下莲池
街12号1栋2单元8号，于2016年5月18日在成都市郫县团结镇
失踪，至今已下落不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朱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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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陈更富申请宣告杨云琼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
0105民特 91号]。经查：杨云琼，女，1944年 10月 1日出生，汉族，
住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培凤村10组，于1987年8月12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杨云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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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报之日起算 1年），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潘富豪申请宣告李永明死亡一案，经查：李
永明，女，汉族，1968年 3月 26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住云
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大营村 242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530111196803262326，于 2012年 8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望李永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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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871-
67275805，承办人：张红昆。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4月 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李香申请宣告
被申请人赵庆圆失踪一案，申请人杨李香称，申请人杨李香系
被申请人赵庆圆的外祖母。2012年 5月 25日，赵庆圆在昆明市
盘龙区长寿路被人抱走，至今杳无音讯，赵庆圆已下落不明满
2年，根据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被申请人赵
庆圆失踪。下落不明人赵庆圆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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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赵庆圆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庆圆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庆圆
情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受理了申请人况浩仪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龙旭霞死亡一案。申请人称，龙旭霞于1999年10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龙旭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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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旭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龙旭霞生存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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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鄢水根申请宣告鄢祥科失踪一案，经查：鄢祥科，
男，1970年 5月 19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象溪镇南坑口村，于
1990年 10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3个
月，希望鄢祥科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松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14日立案受理麻爱顺申请宣告麻爱寿
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麻爱顺称，麻爱寿(男，1958年 11月 10日
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二界岭村，身份
证号码：330522581110651)于 2004年 1月份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 4年。下落不明人麻爱寿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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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爱寿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麻爱寿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麻爱寿情况
向本院报告。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中华宣告张小路死亡一案，经查：张小路，男，生于
1993年12月15日，汉族，户籍地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团堡村11
组，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27199312150471。张小路于2008年起，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小路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023-41702247）。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余江明申请宣告余诗富死亡一案，于 2017年 6月
2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年 6月 29日依法
作出（2017）浙 0127民特 17号判决书，宣告余诗富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浙江]淳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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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益阳 6月 27 日电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李倩云）今天，湖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蒋益民受
贿案在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1999 年至
2017年，被告人蒋益民在担任湖南省
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局长、湖南省环境
保护厅厅长、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张某
（另案处理）、郴州某公司（另案处理）
等个人和单位在审批项目环评、承揽
工程、结算工程款、办理公司资质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

上述个人和单位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2036 万余元。其中单独收
受556万余元，伙同其弟蒋某明（另案
处理）共同收受530万余元，伙同蒋某
明、张某共同收受950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举
证、质证，就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
律适用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蒋益
民作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

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蒋益民家属以及社会各界群众旁听了
案件审理。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宣
布将择期宣判。

被控受贿2036万余元

湖南省住建厅原厅长蒋益民受审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汕尾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陈实宣涉毒涉枪涉
恶犯罪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实
宣被认定为恶势力头目，构成贩卖、
制造毒品罪，故意杀人罪，绑架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实宣为牟取
非法利益，伙同他人在陆丰市博美镇
一住宅内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于
2015 年 8 月 16 日被公安机关查获，
现 场 缴 获 甲 基 苯 丙 胺 结 晶 状 物
1929.88 克、潮湿结晶状物 1426 克、
潮湿糊状物1538 克、液体14500 克，
并缴获猎枪 1 支、子弹 46 发。2015

年 11 月中旬，同案人唐某、赖某为非
法牟利，由唐某联系陈实宣购买冰毒
0.9千克，唐某又于同年11月27日向陈
实宣购买冰毒 1 千克，同年 12 月 16
日，唐某、赖某向陈实宣购买冰毒1千
克，净重999克。2015年9月28日，陈
实宣及其他同伙在洗车店内对李某捆绑
殴打，并威胁其家属准备 45 万元赎
金，实际收取 35 万元；同年 9 月 29
日，陈实宣认出陈某是曾经打过他的
人，遂伙同团伙成员对陈某进行殴打并
捆绑关押在洗车场房内，致陈某死亡，
当晚陈实宣同伙又对周某进行绑架，并
索要 43 万元赎金。2016 年 5 月 14 日，
陈实宣在陆丰火车站广场被铁路民警抓
获，现场查扣陈实宣所驾驶的白色本田
雅阁小汽车一辆，经检验，该车有被盗

抢记录。
法院审理认为，陈实宣违反国家对

毒品的管理规定，非法贩卖、制造毒品
甲基苯丙胺，数量大；故意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又以勒索财物为
目的绑架他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明知是被盗车辆而使用，其行为已分别
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依法惩处。陈
实宣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
满释放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
从重处罚。在制造毒品罪、绑架罪和故
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实宣
起积极、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
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以陈实宣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团伙（团伙其他成员已另
案处理），长期在陆丰市博美镇实施
以毒品犯罪为主的各种严重犯罪活
动，应依法从严惩处。陈实宣在制造
毒品犯罪被公安机关追逃期间仍实施
贩卖毒品、绑架、故意杀人犯罪，主
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论罪
应当判处死刑。

据了解，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广东法院宣判的首起死刑涉恶
案件，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实宣死刑,
彰显了广东法院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
罪的坚定决心，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
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黄胜龙 黄晰明 曾向虹）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并宣判了被告人吴
某等8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及实施敲
诈、抢劫、涉毒等多起犯罪案。

主犯吴某以犯抢劫罪、敲诈勒索
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
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4 万
元；被告人季某等7 人以犯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
罪，分别判处八个月至十二年不等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碰瓷”敲诈“酒驾司机”

2017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吴某、
季某、曹某商议通过约熟人吃饭时“劝
酒”，诱使被害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而
后制造交通事故，并以被害人系酒后
驾驶机动车欲报警相要挟，索要他人
钱财。后被告人吴某、季某找到被告
人曹某、李某，请二人在吃饭时“力劝”
被害人饮酒，并允诺事后分赃。

2017 年 2 月 18 日晚上，被告人
季某带了曹某、李某（同犯，均为女
性）约受害人曹某帅到某饭店吃饭饮
酒。期间，季某和曹某、李某一直劝
曹某帅饮酒，曹某帅不得已喝了一瓶
多啤酒。

吃完饭后，曹某帅刚把车开出了
停车场，就被一辆黑色轿车撞到了车
后面。对方驾驶员是个“矮个”小伙
（即被告人吴某）。吴某似乎知道曹某

帅喝了酒并说要报警，让交警处理其酒
驾的事实，曹某帅一心虚就向他提出私
了，吴某马上同意。

后来曹某帅想开车溜走，吴某将其
逼停并动手砸曹某帅的汽车玻璃，还踢
了曹某帅一脚，让曹某帅赔偿人民币5
万元，否则就报警。无奈之下，曹某帅
打电话让家人过来给了吴某 5000 元才
算了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至3
月期间，被告人吴某、季某等人共计实
施敲诈勒索犯罪5次。

抢劫赌场“黑吃黑”

2017 年 3 月 13 日夜至 14 日凌晨，
被告人吴某想弄点钱，提议“黑吃
黑”，抢劫位于川姜镇某小区一棋牌室
内参赌人员的赌资，被告人季某、徐某
等人赞同。

2017 年 3 月 14 日下午，吴某和季
某、徐某三人购买了口罩、帽子、气手枪、
砍刀、电棍、伸缩甩棍等作案工具，后又
纠集被告人姜某、应某、徐某、曹某等 4
人。

当日 23 时许，他们一起驾车来到
了川姜镇某小区，按事先分工分别持上
述作案工具进入该室内。进屋后，发现
该棋牌室并没有大规模赌博，仅有4个
女的在“小来来”，吴某单独在被害人
倪某的裤袋里偷了人民币 150 元后，7
人便离开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中途放弃作案，

在季某等提议下，上述 7 人又驾车返
回。被害人陆某 （因赌博被行政处罚）
发现后，随即把棋牌室里屋的门给关
上，季某遂持砍刀上前将门踹开，吴
某、季某、曹某等手持气手枪、砍刀、
伸缩甩棍、匕首、电棍恐吓被害人陆某
等，要求被害人全部交出随身的钱财。
徐某将赌资等共计现金人民币 2100 余
元装入携带的包内，随后 7 人离开现
场。离开时，吴某还踹了被害人倪某一
脚，并威胁对方不准报警，后由吴某经
手对上述赃款进行了分赃。

羁押期间闹事打人

2017 年 3 月 16 日，被告人吴某因
涉嫌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被逮捕并羁押
于南通市通州区看守所。2017 年12月
25日16时许，被害人苏某 （因犯盗窃
罪被判刑）被调入通州区看守所205监
室羁押，随后被负责该监室的管教民警
安排打扫该监室厕所卫生。

当日17时08分至16分间，同监室
的杜某（因本案已被判刑）等人让苏某
去打扫厕所，苏某不愿意并一直口吐脏
话，后被告人吴某及杜某等多人没有通
过口头或按墙壁报警器等方式向民警汇
报后再处理，而是采取多次对苏某进行
殴打的方式进行教训，其中吴某多次脚
踢苏某背部和正面上半身、殴打苏某背
部和正面上半身等部位，致使苏某多处
严重受伤。

经法医学检验鉴定，苏某的肋骨骨

折及腰椎横突骨折的损伤均为轻伤一
级。案发后，吴某如实供述了本案故
意伤害的犯罪事实。

代购毒品进行贩卖

2017 年 3 月 13 日夜，吸毒人员
李某（已被行政处罚）联系被告人季
某，请被告人季某帮忙联系购买甲基
苯丙胺 （冰毒），季某遂联系吴某，
吴某又联系张某（因贩卖毒品已被判
刑），张某同意出售甲基苯丙胺。随
后李某通过微信向季某转账人民币
400元，季某又通过微信将该款转账
给吴某。

后张某在其位于金新街道元帅庙
村的家中，以人民币400元的价格贩
卖甲基苯丙胺0.7克，吴某通过微信
向张某转账支付毒资人民币 400 元。
吴某将所购甲基苯丙胺全部交给季
某，季某扣除0.1克甲基苯丙胺后再
转交给李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犯罪团伙逐
步形成犯罪集团后，其组织及成员采
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先后实施了多
起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威胁当地人民
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破坏当地正
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社会稳
定，给当地群众造成极其严重的心理
阴影。

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
性质、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
面，一审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通州区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
长介绍说，吴某等8名被告人侦查卷
宗多达 10 余册，法院在受理案件
后，迅速组织精干力量投入到该案审
理之中去。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
充分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加班加点
分析案情，归纳证据，努力把该案办
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南通一恶势力犯罪集团覆灭
8名成员悉数获刑 主犯被判13年半

李振男 古 林

本报安庆7月4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刘 亚）今天下午，安
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县
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当庭判
决被告人李某犯污染环境罪，处罚金
5000元；扣押的镀锌槽等3台设备均予
以没收销毁。

被告人李某系岳西县中关乡人，
2013 年从浙江省温州市带回一套电镀
锌设备和原料，随后在自家老屋内搭建
电镀厂。在未注册登记、未办理环评审
批手续的情况下，自 2014 年初开始投
入生产，2016 年又新增一套电镀镍设
备，主要给电子产品镀一层防锈漆膜。

电镀厂将含有锌、镍等重金属生产废水
排放到屋外的小渗坑、收集池，未作任
何防渗漏处理。2017年12月，岳西县
环保局对小渗坑和收集池内的废水进行
取样，经检测，收集坑和渗坑内的水样
总锌浓度和总镍浓度均超过国家污染物
排放标准10倍以上。今年1月9日，李

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岳西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李

某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
污染环境，犯罪事实清楚，其行为还侵
害了公共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司法鉴定
意见、价格认证结论等相关证据，证明
李某给国家造成损失2.6万余元。

经法庭主持调解，公益诉讼人与李
某就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
解协议，李某当庭支付各项治理污染费
用2.6万余元。

岳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鉴
于李某系在册贫困户，二级残疾，到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并已
全额支付污染治理费用，法院遂依法作
出了上述判决。

岳西审结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被告人在家私设电镀厂污染环境被处罚金并赔偿损失

替他人签借款合同，谁来还款？
法院：签字人承担还款义务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曹 帅）近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时，认为借款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借款人应依法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
义务，判决被告刘某偿还原告李某借
款本金 37 万元及利息 24.12 万元，并
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女）与李某退休前系同事，
刘某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向李某借款
现金 22 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上载
明借款期限为一年，约定月息3%。刘
某借款后，于2014年1月偿还李某借
款本金 15 万元及一年的利息。2014
年4月，刘某（女）和欧某（男）办理了
离婚手续。李某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
提起诉讼，要求刘某及其前夫欧某共
同偿还借款本金 37 万元及利息。被
告刘某、欧某一审未参加庭审答辩。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向李某借款
共计 52 万元，并出具相应借条，刘某
与李某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
立，刘某应当履行偿还义务。刘某、李
某双方虽约定利息为月息3%，现原告
李某要求按月息2%计息符合法律的
规定。被告欧某系刘某之夫，且该债
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共同
偿还。遂判决刘某及欧某共同偿还借
款本金37万元及利息24.12万元。

刘某、欧某上诉称，刘某仅为借款
的介绍人，实际借款人为刘某的外甥
彭某，李某的借款是直接交付彭某本
人。刘某虽出具了借条，但民间借贷
合同系实践合同，李某未向刘某交付
借款，故刘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欧
某和刘某于2014年4月已经离婚，贷
款一事欧某不知情，且该笔钱没有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欧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益阳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借

款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至于该借款
出借后由谁实际使用，系由刘某确定，
李某虽然知道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
彭某，但并未有与彭某达成借款的合
意。刘某既未提交证据证实李某与彭
某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也未提交证
据证实李某已同意其将借款债务转让
给彭某的事实，故其应依法承担向李
某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李某明知
刘某借款是为了给其外甥彭某用于开
办公司，并未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和共同生产经营，也未提交证据证
实刘某个人举债是基于夫妻的共同意
思表示，一审仅凭该债务发生于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即认定涉案债务系夫
妻共同债务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据
此，益阳中院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益阳中院法官黄和平表示，高息
借贷有风险，不要被高息红利所引
诱。一些民间借贷利息高达 3 分、4
分，甚至更高，借贷资金往往流向不
明，常被一些不法分子用于从事非法
活动，一旦触犯刑法，不仅难以收回利
息，甚至本金也难以收回，同时也容易
引发不稳定因素，导致发生刑事案件，
比如暴力收债，非法拘禁等。根据我
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约定的
年利率在24%以内，受法律保护；年利
率在24%至36%，当事人自愿支付的，
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
是允许的；年利率超过36%，则超过部
分无效。在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可通
过抵押、担保等方式防范和分散风险。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朱 江）日前，浙江省温州市洞
头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逾期年率达60%
的信用卡纠纷案作出判决，对银行包
括透支利息、复利和违约金在内逾期
年率超过24%的部分主张不予支持，
法院只在24%限度内予以保护。

家住洞头区大门镇的刘某曾向某
银行申领一张信用卡，透支消费4900
余元逾期20个月未还。为此，银行到
法院起诉，除要求归还透支消费本金
外，还要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规定计算
透支利息并每月计算复利及违约金共
计5000余元。

洞头区法院审理后认为，银行按照
信用卡领用合约计算透支利息、复利及
违约金等逾期年率高达60%，虽然现行
法律对金融借款利率的上限没有作出
规定，但信用卡作为信用贷款业务的一
种，如果允许事实上不加限制的超高额
利息，必将产生不利示范，加大金融风
险。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对不是金融借
款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已经作出限
定，同理，在金融借款案件中，对逾期
年率超过 24%的部分也不应予以支
持，只在24%限度内予以保护，既是对
未按期还款用卡人违约行为的制裁，
又符合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

客户信用卡透支不还 银行计算逾期年率高达60%
法院：逾期年率超过24%的部分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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