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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3日（总第7409期）

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谢铭毅申请宣告李学
琴失踪一案。申请人谢铭毅称，申请人谢铭毅是谢玉璋与李学琴的
非婚生子女，2013年5月10日李学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谢铭毅
一直由其父亲谢玉璋抚养，2014年4月28日谢玉璋因病死亡，此
后谢铭毅一直由其祖母叶新抚养，陆河县河口公安派出所、河口村
委会出具了李学琴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下落不明人李学琴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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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学琴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李学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李学琴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陆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国康、陈秋梅申请宣告吴家敏（平南县思旺镇金
匏村下九屯人）死亡一案，经查：吴家敏于2011年11月1日起，下
落不明人已满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吴家
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新立、郭新保申请宣告郭文杰死亡一案，经查：郭
文杰，男，193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147号1
号楼1单元附8号，公民身份证号：41010319311115063X。郭文杰于
2013年12月9日起，至今下落不明已超过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郭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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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务业、刘淑贤申请宣告王克全失踪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王克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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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福申请宣告刘国庆失踪一案，经查：刘国庆（男，
1979年3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桦川县横头山镇解放
村新立屯，身份证号23082619790302281x）于2015年10月起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刘国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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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桦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利海、周春艳申请宣告刘岩失踪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刘岩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刘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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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讷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司春宇申请宣告郭振英失踪一案，经查：郭振英与
原告父亲司海军（已故）于2010年7月离婚，后郭振英下落不明，
经司春宇托人到处寻找未果，至今毫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郭振英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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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海伦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淑芸、黄淑佳申请宣告李冬华失踪一案，经查：
李冬华，女，1982年 7月 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溆浦人，住湖南
省 溆 浦 县 大 江 口 镇 江 坪 社 区 5 组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33024198207150760。于 2011年 3月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李冬华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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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溆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中华申请宣告肖德纯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肖
德纯于2014年1月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肖德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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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吉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田二妹申请宣告龙学林失踪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龙学林，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苗族，湖南省保靖县人，住
湖 南 省 保 靖 县 复 兴 镇 胥 乐 村 310 号 。身 份 证 号 ：
433125197512282732。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龙学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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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衣万、胡伟宣申请宣告李宗喜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李宗喜，男，1988年10月9日出生，湖南省宜章县人，户
籍地湖南省宜章县迎春镇高粱下村委会第4组村民小组，身份证
号码：431022198810091676，于 2006年 4月 30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宗喜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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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宜章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美艳申请宣告曾自力失踪一案，经查：曾自力，
女，四川省岳池县人，1978年3月4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岳池县
罗渡镇吊岩石村 5组 46号，经常居住地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镇
沟河村4组99号，公民身份证号512923197803047302，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曾自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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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钢申请宣告刘寒梅失踪一案，经查：刘寒梅，女，
1977年 12月 2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龙山县农车镇天桥村
18号，身份证号码：433130197712246921，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寒梅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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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琼林申请宣告盛白
娟、张海霞、张海英、张海娜(张海哪)失踪一案。申请人张琼林诉称，
被申请人盛白娟、张海霞、张海英、张海娜（张海哪）于1989年离家出
走，一直毫无音讯，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盛白娟、张海霞、张海英、张
海娜（张海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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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盛白娟、张海霞、张海英、张
海娜（张海哪）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盛白娟、张海霞、张
海英、张海娜（张海哪）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盛白娟、张海霞、张海英、张海娜（张海哪）情况，向
本院报告。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帆申请宣告罗婷失踪一案，经查：罗婷，女，1989年
12月22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童坊镇长春村
双元10号，原住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官坪村4组，身份证号码：
433130198912225927，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罗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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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魏豪申请宣告肖亚失踪一案，经查：肖亚，女，1990
年 8月 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苗市社区苗
凤路 58 号，身份证号码：433130199008036129，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亚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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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姚欢喜申请宣告彭建萍失踪一案，经查：彭建萍，女，1974
年7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龙山县苗儿滩镇苗儿滩村十组，身份

证号码：433130197407126122，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彭建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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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李清、田永德申请宣告张萍失踪一案，经查：张萍
（曾用名：张玉萍），女，1978年10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龙
山县苗儿滩镇八吉村二组，身份证号码：433130197810106148，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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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毕延多申请宣告毕延
彬死亡一案。申请人毕延多称，被申请人毕延彬于2008年5月离家
出走，杳无音信，至今下落不明将近10年。下落不明人毕延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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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毕延彬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毕延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毕延彬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家玉申请宣告孙
惠清（210211194511116521）失踪一案。申请人孙家玉称，孙惠
清于 1994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孙惠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补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孙惠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惠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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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惠清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刚申请宣告程丽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程
丽 ，女 ，汉 族 ，1975 年 12 月 20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211224197512203906，原住抚顺市新抚区新抚路 8 号楼 1 单元
802号，系申请人李刚妻子，于 2005年 2月 18日离家外出，至今
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程丽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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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维钧宣告黄兆友死亡一案，经查：黄兆友系
申请人黄维钧父亲，1988年3月6日，黄兆友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1年。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4-85839940，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黄兆友死亡。[辽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丁永梅申请宣告丁
永付死亡一案。申请人丁永梅称，其与丁永付系兄妹关系，丁永

付在2000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丁永付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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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丁永付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丁永
付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丁永付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兴禄、王金娥、王金松申请宣告
全淑业死亡一案。申请人王兴禄、王金娥、王金松称，被申请人全淑业系申请人
王兴禄、王金娥、王金松母亲。2010年10月份全淑业走失与家人失去联系，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全淑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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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全淑业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全淑业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全淑业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马玉玲申请宣告潘瑞海死亡一案，经查：潘瑞海，
男，1954年7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150426195407221413，汉族，农
民，户籍地：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亿合公镇水地村下水地组，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潘瑞海本人应当在公告期
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潘瑞海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在公告期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潘瑞海死亡。 [内蒙古]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汝玉申请宣告朱阳怀失踪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
特18号，经查：朱阳怀，男，汉族，1993年2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82199302152052，住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红山村6组16号。于
2014年外出至今一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朱阳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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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张燕申请宣告张华平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特
16号]，经查：张华平，男，196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126196008160815，住四川省彭州市隆丰镇同德村6组38号。于
2013年4月9日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华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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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爱军申请宣告公民王瑞华死亡一案，于
2017年6月29日发出寻人公告。现公告期届满，本院于2018年6
月29日依法作出（2017）鄂0204民特1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瑞
华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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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邯郸 7 月 12 日电 今天下
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依法
公开宣判赵鑫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 年以来，
被告人赵鑫、马超各自网罗刑满释放人
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在赌场发放高利贷进
行违法犯罪活动。2013年9月，为树立
强势地位、壮大势力，赵鑫、马超等人
在邯郸市马头生态工业城滏淼生态园举
行结拜仪式，按年龄赵鑫被推为“老
大”，后以赵鑫、马超等人为首的犯罪
团伙勾结在一起，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逐
步形成了以赵鑫、马超为组织、领导
者，以被告人王兆欣等 4 人为骨干成
员，以被告人许国强等 10 人为一般成
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赵鑫、马超等人的组织领导下，
该犯罪组织通过开设赌场、赌场放贷等
违法犯罪手段及承揽工程攫取经济利
益，非法获利130万余元，为组织成员
发放工资、福利、配置车辆、摆平事
端，以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他
们对欠债人员采取 24 小时紧跟、威
胁、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通过
迫使受害者打下高额欠条、强行开走或
逼迫受害人低价转让车辆、变卖房屋还
债，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非法讨

债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邯郸市区
形成重大影响。2014 年以来，该犯罪
组织还共同或分别组织人员先后在邯郸
市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5医院、邯郸
市第一医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复
兴院区、华浩天际B座等处进行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妨害公务等
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致死亡1人、轻伤4
人、轻微伤 12 人，在社会上造成重大
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
秩序。

对被告人赵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
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
人许国强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
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18000 元；
对被告人马超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寻
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其他 13 名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定罪的被告人，根据具体罪责分别判
处二十年至五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
刑。 （李 磊 史风琴）

开设赌场非法讨债 为非作恶称霸一方

邯郸 16 人涉黑案宣判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丁海芳 林晓鹏）经过 2 次、长
达6天的公开开庭审理，近日，浙江
省龙泉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丽水

“6·15”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系列案首
个案件，姚某等 34 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至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60万至2万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3 月，
姚某等4被告人组建公司后，招聘冯
某、陈某、雷某等，担任公司部门经
理、组长及业务员。2016 年下半
年，该公司开始主营“澳门五分
彩”，并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
经过公司的培训，业务员、组长、
部门经理使用公司以美女形象包装
的微信号、QQ 号等虚拟身份，通
过夜神模拟器等软件定位到全国不
同城市，并用漂流瓶、附近的人等
方式添加客户，捏造虚假的彩票中
奖信息，在骗取客户信任后诱使客
户在公司网站上充值投注，跟踪客

户的投注情况并上报管理层。同
时，利用平台设置，被告人李某将
客户充值的资金均转至其私人银行
账户中。此外，管理层根据部门经
理汇总反馈的客户信息，以设置、
修改开奖号码的方式控制开奖结果
及以控制提现的方式截留客户账户
余额，最终使客户投注失败。2017
年2月至8月，姚某等人以上述方式
共计非法获利400万余元。

法院认为，姚某等34名被告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私自开设的
网络彩种，采用虚拟身份、虚假的彩
票中奖信息诱骗他人充值、投注，通
过控制中奖号码及资金提现的方式骗
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姚某
等4人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
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
罚；被告人冯某等人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作用，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
根据各被告人实施的犯罪事实、情
节、性质，法院遂作出上判决。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丽水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系列案首案宣判
34名被告人受到法律严惩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张 军）7月10日上午，安徽省
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芜湖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
何思忠受贿案，当庭判处其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该案系芜
湖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调查办理的第
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7 年 至
2014 年，被告人何思忠在担任芜湖
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芜湖市卫生局
局长期间，在医院工程建设、设备采购

和医疗合作等工程项目及人才引进工
作中，利用担任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
后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 227 万元、美
元1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3.07万余元
的欧米茄手表 1 只。法院认为，被告
人何思忠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
贿数额巨大。何思忠在监察机关调查
期间，主动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
大部分犯罪事实，系坦白。何思忠要
求其家属退出了全部赃款；当庭自愿
认罪、悔罪。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安徽芜湖卫计委原主任受贿两百多万获刑

非法收受财物逾1.5亿元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一审获刑十五年
本报常州7月12日电 （记者 罗

书臻）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
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人张越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500万元；对张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张越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

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
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
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及职务晋升等
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

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569亿余元。

常州中院认为，被告人张越的行为
构成受贿罪。张越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
失。鉴于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归案后检举揭
发他人重大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
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赃款赃物大部分已退缴，依法可对
其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公司清算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
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未通知出资
股东的前提下，伪造签名，擅自成立所
谓的“清算组”，解散、终结公司，则
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日前，江苏
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损
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因“清算组”的
行为人员对股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
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遂判决被告暨“清算组”组长舒某
赔偿原告暨出资股东吴某的损失100万
元及利息。

未尽告知义务，伪造股东签名

2009 年 9 月，吴某夫妻二人在私募
介绍下与其他 35 位股东一同投资设立
了A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吴某实
缴 100 万元，持股 8.33%，公司成立后其
不参与经营和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经理为舒某。到了2016年6
月，吴某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并经当地工商局调取档案发现，
A公司已于2011年6月注销。而档案中
涉及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决议报告等文
件上的“吴X”签名，统统是伪造的。

法院查明，2011 年，舒某等人制作

了A公司成立清算组以及出具清算报告
的两次股东会决议，具体内容为：A公司
因经营不善，股东会同意公司解散；公司
成立清算组，舒某担任组长；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清算结果，同意办理公司注销，清
算报告主要内容为公司自开业以来未开
展任何业务，公司库存资产 1196 万元，
公司剩余净资产 1196 万元，其中货币
1196万元，对公司剩余净资产分配方式
为按出资比例返还原股东。此后，A公
司未继续将剩余资产返还原告吴某。

吴某认为，A公司注销未履行公司
内部决策程序，舒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清算组负责人未
实际召集并主持公司股东会，擅自申请

办理公司注销，并提交伪造原告签名股
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等文件办理工商、
税务注销手续，造成原告重大损失，应
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诉至法
院。被告舒某则辩称，本案应以清算组
全体成员为被告，且自己并未实际占有
使用该笔资金，没有法定的返还义务。

清算组成员担责，可向其他
成员追偿

法院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的义务，同
时被告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应当对股东负
责。现已查明，A公司在解散时被告作

为召集人未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讨论解
散公司事项、公司解散过程中未按公司
章程约定通知原告参加清算组、也未通
知原告参加股东会评议清算报告，因此
其作为召集人应当知道提交公司登记部
门的注销申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被告
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清算组负责人身
份注销公司损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

承办此案的虎丘区法院民二庭庭长
王耀华指出，在2011年6月25日公司注
销前，相关人员并未实际将公司剩余财
产按清算报告所载的方式返还原告，损
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当对原告进行
赔偿。关于被告辩称应当由清算组所有
股东一同赔偿的意见，他指出，被告舒某
是公司解散、注销的主要负责人，对原告
未参加公司解散而造成的损失具有过
错，并且公司申请注销时被告舒某也签
字确认承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担责
任，故其应对原告的上述损失予以赔
偿。法院最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遂作出
上述判决。

伪造签名擅自非法清算

“清算组”成员被判赔偿股东百万
王 艾

擅自将公司非法清算的，“清算
组”的行为人员对股东构成共同侵权，
应当对权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本案中，吴某向 A 公司出资
100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其股东权
利他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处置。2011
年，A公司在未向吴某告知的情况下，
召开了股东会，作出解散公司和成立清

算组的股东会决议。相关股东会决议和
清算报告中“吴×”的签字均非本人所
签，也没有证据证明吴某委托他人代
签。

“清算组未经法律规定忠实履行清
算义务，造成吴某未获得清算后所分配
的净资产，给其造成了损失，应当予以
赔偿。”但是，因清算组并非法律规定

的诉讼主体，其成员侵犯吴某的合法权
益应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舒某作为清
算组组长，亲自将关于清算、注销A公
司的申请提交给工商管理局。故吴某在
本案中选择共同侵权人之一的舒某主张
侵权赔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舒某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后，还可以向其他清算组
成员进行追偿。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员
王月诗 柯玉凤）投保人王某为其子张
某购买保险，保险公司在投保单的被保
险人健康及职业声明中已经向投保人进
行了充分的询问，且详细列举了多种重
大疾病，并要求投保人确认，后被保险
人在投保后不到一年时猝死，保险公司
却以未主动说明其他病史，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拒赔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审结

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法院认为投保人
对保险公司的提问并无隐瞒，不存在恶
意情形，因此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按合同
约定赔偿保险金14万元。

原来在2016年2月，王某在一保险
公司为其子张某购买保险，并按保险公

司的要求填写了保险单并交纳了保险
费，保险公司在投保单的被保险人健康
及职业声明中，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健
康状况进行了询问，投保人均作了明确
回答。当年 11 月底张某病故，当地公
安局及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死
因为猝死。后投保人进行索赔，保险公
司却以张某在2011年8月被诊断患有癫

痫，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
上存在恶意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一审认为，该案投保人在投保
时，保险公司已对投保人进行了充分
的询问，并要求投保人确认被保险人
是否患有以清单形式列举的多种重大
疾病，但其所列举的疾病中并不包括
继发性癫痫，投保人在理性认知范围
内对保险公司的提问并无隐瞒，不存
在恶意情形。且相关部门出具的死亡
医学证明显示张某系猝死，患癫痫的
事实与其死亡之间也不具有关联性，
故原告方诉请应予支持，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投保不到一年被保险人猝死
保险公司拒赔未获法院支持

恶意向被执行人支付查控钱款
厦门一建设集团被罚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杨 郁 覃 娟）福建厦门某建设集
团无视法院送达的财产保全措施和协
助执行通知书，执意将案涉的未结工
程款支付给被执行人。近日，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维持
同安区人民法院对该建设集团作出的
处罚决定。

2015年初，兰某与郑某签订一份
模板买卖合同。双方按合同开始履行
义务，郑某每次都按时按质量提供兰
某要求的模板，兰某前期也按时支付
货款。后兰某称资金周转有问题拖延
付款，直至2016年6月，兰某共欠模板
费用185万元，郑某多次向他催讨，他
都敷衍推脱。

2016年10月，郑某向厦门市集美
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兰某履行买卖合
同，付清向其购买的模板钱款185万元，
并向法院提供线索——兰某在厦门某
建设集团有笔未结工程款，请法院予以
保全。集美区法院查核确定后，2016年
12月向案外人厦门某建设集团送达了
财产保全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7 年 2 月，案件因管辖地异议
被移送至同安区法院审理，同安区法
院依法判决郑某应支付欠款人民币
185 万元。判决生效后，兰某没有履
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2017 年 7 月，同安区法院向采取

过保全措施的厦门某建设集团送达执
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
向同安区法院执行账户支付已保全的
工程款。然而，两天后该集团却提出
执行异议，称其经集美区法院口头同
意，已于2017年1月向被执行人兰某
支付工程款 80 万余元，现经财会结
算，兰某在其公司处已无到期债权，拒
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得知此信息，同安区法院立即向集
美区法院函询，查明集美区法院并未解
除财产保全措施，也从未允许该公司向
任何个人或组织支付该笔工程款。随
后，同安区法院向该集团送达《责令协助
执行单位追款通知书》，要求其于收到通
知书之日起7日内如数追回已擅自支付
的人民币80万余元，并将该款支付至已
向其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上的法院执
行账户上。但是该建设集团依然拒不执
行，向法院第二次提出执行异议。

同安区法院依法审查后认为，该
建设集团先后两次提出的执行异议均
不属于执行异议受案范围，该公司作
为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案外人，未经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同意，擅
自处置人民法院要求其保全的财产，
且经法院催告拒不追回已擅自支付的
款项，数额巨大，情节恶劣。故对该公
司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处罚决定
并从该公司账户划扣存款人民币80万
余元作为执行款。该公司不服，向厦
门中院申请复议，厦门中院经审查维
持了同安区法院的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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