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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7日（总第7403期）

（2018）赣 0981破 3号，本院根据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5日裁定受理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年 6月 20日指定江西浩剑律师事务
所、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联合为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22
日前，向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江西浩剑律师事务
所通讯地址：江西省丰城市新城区太阿南路；邮政编码：331100；
联系电话：0795-6215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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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6日下
午3时在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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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汽车运输队的申
请，于2018年6月6日裁定受理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汽
车运输队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6日指定天津市塘沽建
筑材料供应公司汽车运输队清算组为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
公司汽车运输队管理人。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汽车运
输队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7月 31日前，向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
供应公司汽车运输队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8
号 鼎 泰 大 厦 1506 室 ；邮 政 编 码 ：300171；联 系 电 话 ：022-
24450408；联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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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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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汽车运输队的债务人或财
产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塘沽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汽车运输队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8月 15日上午 9时在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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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7年6月8日，本院依法受理了温泉县广电信息网络传输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本院指定新疆亚桥律师事务
所作为破产管理人履行破产清算职责，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破产清算工作已经结束。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 2018年 6月 28日以（2017）新 2723民破 1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案破产还债程序。由温泉县广电信息网络
传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向登记机关办理破产企业的注销
登记事宜。 [新疆]温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俞复初的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丽水清
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6月 20日指定浙江
君豪律师事务所为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丽水清松纸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8月 30日前，向丽水清松纸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平昌路16弄
1支弄 8号 202室；邮政编码：323300；联系电话：0578-818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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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13日 9时整在遂昌县人民法院四
楼调解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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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遂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李进、隆章深的申请于2018年6月1日裁定受理台州市
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
24日前，向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
临海市东方大道22号；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0576-85127569、
13958565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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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台州市梓取宝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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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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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重庆加来金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7日
裁定受理，并指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作为本
案的管理人。未收到本院通知的本案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20日前向

重庆加来金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世贸
大厦30-7；联系人：罗琳；联系电话：023-63885225、023-63885660、
18725690175；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9时-17时，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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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
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期间不得行使
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
偿条件行使权利，重庆加来金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重庆加来金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报到，并于
当日9时30分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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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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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中建幕墙（北京）有限公司:本委于 2016年 12月 1日受理的
申请人武汉市纳斯达建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争议案
【（2016）武仲受字第000002116号】，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裁决。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武仲裁字第000001551号裁决书。60日内
你未来领取上述裁决书即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长春市信联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振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亿人在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洪军、崔欣：
本会受理李立新与长春市信联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振
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亿人在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洪军、崔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组庭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仲裁
庭组成人员为：首席仲裁员臧晓天、仲裁员张忠民、仲裁员张景云。
仲裁庭定于2018年10月24日13时30分在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长春仲裁委员会

薛长青：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
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朝裁字（2018）18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朝阳仲裁委员会

陈林、葛晓琳：本委已受理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德阳分行与你们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德仲字第130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含增补）、仲裁事项
告知书及附件。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如你们在公告期满后7日内未与申请人协商选定仲裁员，
本委主任指定黄晓明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张巨平、李健全担任
仲裁员。本案定于 2018年 9月 28日上午 9时及上午 9时 30分在
德阳市庐山南路 239号法律事务大厦 5楼德阳仲裁委员会第一
仲裁庭（电话：0838-2905766）分别进行证据交换和不公开开庭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及时到本
委办理有关手续。 德阳仲裁委员会

本院已于2018年6月11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建德市汇丰物资
有限公司对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
案，并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
公司的清算组成员。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公司清算组
成员（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花坞南路 4 号
101 室 ；邮 政 编 码 ：311400；联 系 人 ：王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
1586811034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美鹰玻璃实业（浙江）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18年6月11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建德市汇丰物资有
限公司对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并指定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
员。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花坞南路4号101室；邮政编码：311400；联系人：
王律师；联系电话：1586811034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玄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成员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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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江秀萍） 在没有取得烟草专卖品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经营烟草专卖品卷
烟器是否违法？近日，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非法经营
烟草专卖品卷烟器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被告单位非法经营卷烟
器、烟丝等烟草专卖品，构成非法经营
罪，依法判处被告单位深圳市多力隆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多力隆公司）
罚金50万元，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
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并

处罚金 20 万元，判处袁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扣押在
案的卷 （拉） 烟器及零配件、烟丝、
烟管、滤嘴棒等，予以没收。

据悉，这起被公安部、国家烟草专
卖局列入部级督办的案件，是迄今为止
卷烟打假历史上首例通过网络非法经营
烟草专卖品卷烟器案。该案的宣判对烟
草行业查处和打击利用互联网销售非法
卷烟器提供了可借鉴的典型案例，为网
络禁售提供了法理支持，维护了国家利
益和消费者利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多力隆公司经营

范围为电子产品、小家电等。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该公司
董事长李某知晓情况下，由该公司厂长
袁某通过网店将公司生产的各类卷烟器
销售给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吴某，销
售金额共计 73 万余元。被告人吴某购
买后，在没有取得烟草专卖品许可证的
情况下，将卷烟器通过淘宝、微信等网
络平台进行销售，同时多次从他处购买
各类烟丝，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非
法经营金额为79万余元，获利约10万
余元。

2017年7月，池州市公安局贵池分

局民警扣押该公司生产并准备销售的各
类卷（拉）烟器，金额达58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多力隆
公司、被告人李某、袁某违反国家烟草
专卖管理法律法规，在未取得烟草专卖
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经营各类
卷（拉）烟器等烟草专卖品，非法经营
金额为131万余元，扰乱市场秩序，情
节严重；被告人吴某违反国家烟草专卖
管理法律法规，在未取得烟草专卖品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经营卷烟器、
烟丝等烟草专卖品，扰乱市场秩序，情
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上
述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
人李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袁某、吴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
情节，均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依各被告
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程度
等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姚永丽 陈 磊） 7月2日至7月5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备受社会关注的路金桥等 49 名被告
人特大电信诈骗案。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路金桥等 49 名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
月至2017年4月，被告人路金桥等人组
成诈骗犯罪集团，在被告人路金桥、孙
立辉组织、领导下，利用中视金桥（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组织形式，冒

充中央电视台、国家部委、故宫博物院
工作人员或者“收藏顾问”“权威专
家”等虚假身份，虚构产品由国家权威
机构发行、限量稀缺、享有国家“惠
民”补贴，具有巨大收藏价值及升值潜
力等，以电视广告、电话推销、举办品

鉴会的方式，虚假承诺公司将出售给客
户的产品为客户转手获得高额回报提供
确定渠道等形式诱骗客户购买，大肆骗
取全国各地大量被害人的钱款，金额共
计 1.36 亿元。公诉机关指控路金桥等
49 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请求

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合议庭围绕起诉书指控事

实进行调查。公诉机关运用多媒体的形
式进行了举证，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被
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笔
录等证据，各被告人及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在合议
庭主持下就本案的事实、适用法律问题
等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
后陈述，大部分被告人表示认罪、悔
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全国首例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卷烟器案一审宣判
被告单位、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刑并处罚金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哈尔滨7月6日电 （记者
段春山 通讯员 张明杰） 今天下
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松北
区、呼兰区和巴彦县人民法院对5起
26 人恶势力犯罪案件同步公开宣
判，各被告人分获二年至八年不等有
期徒刑。部分全国、省、市、县
（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
者和群众旁听了宣判。

据悉，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
全省法院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出、人
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和重点领域，贯彻依法严惩方

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证据裁判规
则，依法高质高效审理了一批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形成了对黑恶势力严惩高压
态势。今天公开宣判的5起恶势力犯罪
案件，分别是道里区法院审理的吕建
军等 6 人寻衅滋事案，呼兰区法院审
理的李华明等 3 人寻衅滋事案，松北
区法院审理的 2 起寻衅滋事案即高连
旭等 8人寻衅滋事案和荣华林等5人寻
衅滋事案，巴彦法院审理的夏立颖等4
人寻衅滋事案。这5起恶势力犯罪案件
的 26 名被告人均为横行乡里、欺压百
姓的“村霸”和在商贸集市、旅游景
区、交通运输行业欺行霸市的“市霸”

“行霸”。今天的公开宣判，展现了全省
法院依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犯罪，打击
犯罪分子嚣张气焰和净化社会风气，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态度和
决心。

记者从道里区法院了解到，该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吕建军等6人
寻衅滋事犯罪案件，查明，吕建军经营
的市场管理公司受道里区群力街道办事
处委托，负责管理该区燕山路市场摊
位。2016年11月，群力街道办事处取
消了与吕建军经营公司的委托关系。为
开办市场并争夺市场摊位，从2017年4
月起，吕建军纠集周志国、顾旭、钱志

刚、于登滨、郗金海等5人，形成恶
势力，多次持棍棒、管制刀具等凶器
在道里区民生尚都农贸市场等地，实
施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和随意殴
打他人等行为，致多人受伤，扰乱社
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
感。法院认为，被告人吕建军纠集周
志国、顾旭等 5 名被告人，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
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以寻衅滋事罪
分别判处6名被告人三年至五年不等
有期徒刑。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
员 徐 军） 强收“管理费”，用暴
力手段充当“沙霸”，向承揽工程的
索要“扎点费”，甚至向摆摊卖盒饭
的索要“保护费”。近日，陕西省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12 人涉黑团伙
终审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45
岁的张涛分别注册成立了西安鑫心缘
商贸公司和陕西同心龙盛钢结构装饰
工程公司，并担任两家公司的法人代
表。同时纠集梁某、赵某任经理，分
别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外围事务，
雷某负责停车场事务收费和管理，还
有财务人员、一般业务人员，人数一
度从十人左右发展到六七十人。张涛
等人自筹建西安鑫心缘商贸有限公司
开始，形成了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

涉黑组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使用
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占绿地 SOHO
小区地面停车场收取停车费，强占该
小区地下停车场经营洗车行，并先后
在西安市逸翠园i都会小区、逸翠尚府
小区、林隐天下小区、高新第五季小
区、海珀香庭等小区，非法收取在小
区开展业务及摆摊做生意的单位和个
人的管理费，强迫小区内的业主和装
修人员购买其公司的沙子等装修材料，
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并非法获利 2051 万
余元。

2013年3月下旬，张涛将奔驰越野
车放在未央区某汽车服务公司进行维
修，4 月，该车被烧毁，协商赔偿未
果。当年7月18日，张涛指使张某某等
三人驻在该汽车服务公司，妨碍其正常

营业。7月24日上午，民警将张某某等
三人传唤至汉城派出所进行调查，张涛
纠集多人驾车前往，要求派出所放人，
并将车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口，妨碍派出
所正常出警工作。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
局决定对其中6人行政拘留10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涛为扩
大社会影响、确立强势地位、攫取经济
利益，采用成立公司、招聘员工、签订
合同等合法形式，先后实施了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伤
害、扰乱管理秩序等近四十起违法犯
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张涛为
组织、领导者，被告人梁某等人为积
极参加者，被告人刘某等人为其他参
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为非
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
以至于受害群众和业主的合法权益被

侵害后不敢报警求助，忍气吞声，严
重危害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破
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公平
竞争环境，在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
域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2016 年 12 月，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人张涛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
强迫交易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
产 400 万元、罚金 55 万元。其余 11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三年零六个月
至一年零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宣判后，张涛等 10 人不服，提
出上诉。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马某申
请撤回上诉。

西安中院二审认为，原审判决认
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定罪准确，惟认
定张某某参与恐吓、威胁宋某的证据
不足，依法应予改判。

7月5日，西安中院公开宣判，张
某某寻衅滋事罪的量刑由原判一年零
十个月改判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四年，其余均维持原判。

黑龙江四地法院同步宣判5起恶势力犯罪案件
共26人一审获刑

强收“管理费”“扎点费”“保护费”

西安12人涉黑团伙首犯终审被判19年
本报讯 曹某万万没想到，法

院执行动真格了。7月5日下午，在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缴费
窗口，被执行人曹某的朋友替他缴
纳了3.5万余元执行款，此时，距离
曹某被拘留还不到两个小时。

2017 年 4 月，曹某向陈某购买
112 头生猪，约定生猪继续由陈某
喂养，曹某给付喂养工资。同年 6
月，两人结算，算上购猪款和喂养
费，曹某出具欠条证明还欠陈某3.5
万余元。因曹某一直未能如约支付
购猪款，陈某诉至法院。2018 年 1
月，苏仙区法院判决曹某偿还购猪
款3.469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利息。

判决生效，曹某仍然拒绝偿还
陈某购猪款。2018 年 3 月，陈某向
苏仙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起初，
曹某还让执行法官缓缓，等筹到钱了
一定还钱给陈某。后来，一拖再拖，
曹某干脆消失不见。无奈，执行法
官只能在他居住的范围内蹲点。联
系当地的镇村干部，询问了解的村
民，最终，执行法官在曹某的住处找
到了曹某，并立即对曹某进行了强
制拘留，同时扣押了曹某车辆。执
行法官告知曹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将会承担的法律后果，曹某这才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打电话叫朋友
送来3.5万余元执行款。至此，此案
执结。 （黄译萱）

许昌中院开庭审理一特大电信诈骗案
49名被告人被控犯诈骗罪出庭受审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林晔晗 通讯
员 张扬云）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再审案，并当庭宣判，判决交
通事故中作为受害人的行人一方无需
赔偿肇事车辆的停运损失。

2015年9月9日凌晨3点，梁某驾
驶出租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车辆左
前轮碾压醉酒后躺卧在该机动车道上
的刘某的头部致其当场死亡。交警部
门认定刘某承担主要责任，梁某承担
次要责任。事发后，交警部门因勘验
需要，扣押肇事车辆34天。后该汽运
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的父母
（法定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赔偿其停
运损失。一、二审法院依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酌定双方的事故责任比
例，判令刘某的法定继承人在遗产范
围内赔偿汽运公司停运损失1.6万余
元。

刘某家属不服，向广东高院申
请再审。广东高院再审认为，本案
中，某汽运公司员工驾驶出租车与
刘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其死亡，该
公 司 为 侵 权 人 ， 刘 某 为 受 害 人 。
一、二审判决将交通事故中死亡的
受害人刘某认定为侵权人，并依据
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判令
其法定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赔偿汽
运公司的停运损失，属于理解、适
用法律错误。改判驳回汽运公司的
诉讼请求。

自己被轧死父母还要赔肇事车停运损失？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汽运公司诉讼请求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周耀虹）近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党组
成员、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杨敬农
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杨敬
农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涉案赃款赃物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13
年，被告人杨敬农先后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加快项目拆迁进度、解决土
地权属争议、工作调动、调配纺织品出
口配额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

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762.0353万元（其中
597.0299万元未实际领取）、港币10.8
万元、美元3.8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被告人杨
敬农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
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受
贿数额中有 597.0299 万元系犯罪未
遂，赃款赃物已被追缴，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受贿近1800万元

安徽省政府原秘书长杨敬农一审获刑十年

本报讯 郜某因借贷纠纷向河
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但欠债者赵某却暂时无力偿
还，经法院调查得知，其名下有一
个手机尾号为“8888”的靓号，立即
将此号码查封，通过与申请人协商，
双方达成和解，最终以尾号“8888”
的手机号码抵债10万元。

2011年，被执行人赵某向申请
人郜某借款25万元，并向郜某出具
借条，后因赵某未如期还款，郜某
诉至武陟法院。此案经武陟法院审
理，依法判决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郜某借款25万元及利息。
但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赵某仍未

自觉履行还款义务，郜某向武陟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受理此案后，立即向
被执行人赵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手续，并反复劝说其
尽快还款，但赵某总以没钱为由拒
绝还款。同时，干警对被执行人进
行全面调查，但没有发现可供执行
的财产。后执行干警深入调查得
知，赵某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尾号
为4个8，有一定的财产价值，便立
即查封了赵某的手机号码。

今年6月30日，赵某和郜某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人同意被执
行人赵某以尾号8888的手机号码抵
债10万元，余款申请人同意被执行
人于2019年4月底前结清。

（王莉莉 付会明）

“8888”靓号抵债10万促借贷双方和解

彬州一“老赖”被拘不到两小时即缴执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