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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申诉无罪被黑龙江高院驳回
法院认定原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8日（总第7424期）

申请人常熟市正亿玻纤织造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号码3070005131721204、票面金额贰拾玖万玖仟贰佰叁拾
柒元肆角叁分、出票日期2018年1月19日、到期日期2018年7月
19日、出票人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王力高防
门业有限公司、背书人广州伟一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常熟
市正亿玻纤织造有限公司、支付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号
码为 31600051/20658181，金额为捌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金鹰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伊桑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8年6月28日，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8日），于2018年7月6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诚婕因持由中信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于2018年1月
29日签发的编码为 30203375／20408196的银行本票(票面金额
100000元，申请人李水潮，收款人李诚婕)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武汉明泽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罗广云与
你公司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仲裁案【（2017）郑仲案字第0270号】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郑仲裁字第 0270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
决。郑州仲裁委员会地点：郑州市淮河路 53号，邮编：450000，电
话：0371-67883067。 郑州仲裁委员会

南京贝帝雅纺织品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2017）郑仲案字第
0058号申请人河南威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你之间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郑仲案字第0058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郑州市
淮河东路53号。电话：0371-67180823。 郑州仲裁委员会

信阳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500693542899Y）、柳学华（413027197306261117）：本
会受理申请人王国良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信仲字（2018）第024号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
员选定函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书和仲裁员选定函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本会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八一路金源大
厦八楼801室，联系方式：0376-8160805）。 信阳仲裁委员会

向 辉（身 份 证 号 码 ：429005197905020613）、袁 婷
（420112198712242725）：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吴迪与你们房屋买卖
合同争议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裁决。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武仲裁字第000002069号裁决书。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云
林街67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宋丽娜（身份证号码43022319870925692X）、刘思远（身份
证号码430223198706304818）：本会受理的[2018]株仲裁字第
234号中铁四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与你们之
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答辩通知书、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证
据一套等有关材料，请你们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们选定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15日内、30日内。如你们未在法定期限
内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邓赟敏为首席仲裁员，刘师群
为仲裁员及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谭长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
庭开庭审理。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之日起第40日至50日内，
逾期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626号，邮编：
412007，联系电话：0731-28838876）。 株洲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16日
徐娜（女，身份证号码：430626198705166725）：本委受理

的申请人益阳三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举证通知书、选定仲裁员的函、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
册、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选定仲裁员函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逾期本委将依法
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届满后第 40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厅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本委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康富南路 1 号，邮编：413000，电话：
0737-4236689）。 益阳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23日
唐兵、李立辉：本委于 2018年 1月 8日受理申请人庞双与你

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岳仲决字[2018]33号裁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视为送达。 岳阳仲裁委员会

湖南三木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申请人胡媛媛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
249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衡
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当事人、代理人权利义务
与风险告知书、仲裁员选定书文本、仲裁程序选定书文本以及其
他格式文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
满后的20日内。你公司若未在指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
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 28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申慧远（身份证号140511196903284716）：本会受理的陈
伟国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送达
（2017）晋仲裁字 404号裁决书。裁决内容为：你于本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归还申请人陈伟国借款本金250000元，借款利息
30000 元，并以借款本金 25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承担自

2017年10月25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仲
裁费 6300 元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 晋城仲裁委员会

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郭春文申请宣告郭
春英失踪一案。申请人郭春文称，其姐姐郭春英1983年失踪，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郭春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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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郭春英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郭春英的情况，
向本院报告。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姚国海申请宣告姚秀
丽失踪一案。申请人姚国海称，申请人姚国海系被申请人姚秀丽的
父亲，被申请人姚秀丽于十年前下落不明至今。下落不明人姚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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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姚秀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姚秀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姚秀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明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成兰申请宣告孟
正华死亡一案。申请人周成兰称，1997年 7月 1日其丈夫孟正华
独自一人去宜都市农业银行办理取款业务失踪，后经多方查找，
从此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人孟正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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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正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孟正华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孟正华情况，向本
院报告。 [湖北]枝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文利申请宣告张
广兴死亡一案。申请人张文利称，张广兴，男，1971年 8月 4日出
生，汉族，襄阳市人，公民身份证号码 42060619710804201X。于
1992年3月2日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张广兴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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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广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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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兴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3月 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臣、郜凤玲申请
宣告刘立梅失踪一案。申请人刘臣、郜凤玲称，刘立梅于2018年

3月 5日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立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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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刘立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立梅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立梅
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乾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陈玉松申请宣告
被申请人陈锡刚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陈锡刚系申
请人之子，2014年 3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
锡刚应当在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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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锡刚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在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殿臣申请宣告王
殿文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殿臣称，王殿文自2008年4月离家不知
去向，经多方寻找，至今仍无下落。下落不明人王殿文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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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殿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
殿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王殿文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绥中县人民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申请人田桂芬申请宣告赵思俊失踪一案。申
请人田桂芬称，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祖母。被申请人赵思俊于
1996 年 5 月 27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210122199605272118。
其父赵永远于 2010年 4月 21日死亡，其母亲同意由赵思俊的祖
母即本案申请人作为赵思俊的监护人。赵思俊于 2013年 11月 4
日 被 鉴 定 为 智 力 残 疾 程 度 肆 级（ 残 疾 人 证 号 ：
21012219960527211854）。2016 年 1 月 20 日赵思俊离家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人赵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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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思俊将
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思俊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思俊情况，向本院报
告。 [辽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希元申请宣告雷玉兰死亡一案，经查：雷玉兰，
女，1940年3月14日生，住葫芦岛市龙港区南山路11-4号1单元
19 号，居民身份证号 210902194003142522。被申请人雷玉兰于
1998年于家中走失，现发出寻人公吿，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雷
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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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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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
员 陈万颖）2018年7月27日，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中共安徽省委原常委、省人民
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用职
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案。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1994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陈树
隆利用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
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合肥市副市长、芜湖市市长、芜湖
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秘
书长、常务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发展、项
目开发、融资贷款、投资入股、职
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
其妻子王传红、弟弟陈树堂等人收受
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758亿余元。

2009年至2011年12月，被告人
陈树隆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期间，
在引进和建设相关项目过程中，违反
组织议事、决策程序，擅自决定给予
相关企业设备补贴，造成财政资金损
失共计人民币21.24亿元；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支管理的通知》等，擅自决定对相
关企业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财政资
金损失共计人民币7.92275亿元。以
上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29.16275亿元。

2009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陈树
隆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
票 ，累 计 成 交 金 额 共 计 人 民 币
1.21257411亿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
币 1.3746627 亿元；泄露内幕信息导
致他人买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
共计人民币 3205.8285 万元，非法获
利共计人民币3031.1731万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陈树隆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陈树隆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福建省、厦门
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新闻记
者和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安徽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
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哈尔滨7月27日电 经过
五个多月的调查和复查，今天，黑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宣布，驳回

“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汤继海、万秀
玲等人的申诉。

据了解，“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
汤继海、刘万友、陈春付、于东军分别
因强奸、强迫卖淫、嫖宿幼女一案，以
被诬陷、被刑讯逼供等为由向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改判
无罪。2018年2月8日，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
复查。

在法院向 11 名原审被告人核查本
案事实、证据时，同案原审被告人万秀
玲提出书面申诉，纪广才、梁利权、王
占军、李宝才、徐俊生提出口头申诉。

此前，另一原审被告人刘长海向黑
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4
年被驳回；刘长海继续向黑龙江省人民
检察院提出申诉，2016 年被驳回；刘
长海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2017年被驳回。
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该

院对各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汤继海代理
律师的代理意见、提交的证据材料和申
请调查核实的证据，以及网络关注的问
题逐一进行了调查核实，对全案的事实、
证据进行了认真细致审查，经该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得出了上述审查结论。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
裁判认定各申诉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各申诉人分别对未成年
少女强奸、强迫卖淫、嫖宿，情节恶
劣、后果严重。原审判决依法对各申诉
人定罪并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各申诉
人的各项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应当重新审判的情
形，予以驳回。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向各
申诉人宣读并当庭送达了《驳回申诉通
知书》，详细说明了驳回理由。

7月27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宣告申诉人汤继海等10人强奸、强迫卖
淫、嫖宿幼女再审审查一案的审查结论，
对各申诉人的申诉予以驳回。

2018 年 1 月 31 日，有媒体刊发报
道，列举多处当年案件证据中的可疑之
处，并将汤兰兰现在的户籍信息部分处
理后公开，该案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

以事实为依据，是法官作出公正裁
判的基石。自“汤兰兰案”立案再审审查
以来，黑龙江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认真
细致地推进审查工作，做了大量的艰苦
努力。为了让证据“说话”，合议庭制定
了接谈（讯问）总体预案，围绕申诉人的
诉求、社会关注的热点、阅卷梳理的问

题，先后在北京、上海、江苏、辽宁、河北
及黑龙江等省市12个市县乡村的法院、
人民法庭、监狱、医院、学校、看守所、乡
政府、证人单位及家里等地，讯问、接
谈、询问了原审被告人、被害人、其他诉
讼参与人及原公检法办案人员、相关人
员等144人次，行程2万多公里，制作笔
录 172 份、40 万余字，形成备查的同步
录音录像 210 余小时，其中 3 次询问被
害人的录音累计 14 个小时；核查了涉

案事实、证据，并调取书证70份；走访了
被害人所在学校及校长、有关教师；实地
踏查了案发现场、与案发现场相同的村
民住宅及涉案看守所的监室、提讯室等；
就涉案相关问题咨询了省内外专家 8
人。确保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
性和准确性。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新时代人民法院的
不懈追求。本案时间久，涉及人员多，审

查工作的复杂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合议
庭排除万难，每天工作10余小时，对每一
个环节都严格依法按程序有序推进，在全
面细致审查原审认定的事实、采信的证
据、适用的法律和公正的程序等基础上作
出经得起事实、法律和历史检验的结论，
就是为了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永远不变的
初心。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公平
正义的执着追求。让群众“看见”法院为
实现公平正义的付出与努力，我们有理
由相信，人民群众不仅仅得到对个案的
认同，更会增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
理解与支持。司法公信、司法权威也必
将得到提高，人民群众也会收获更多的
法治信心。

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我们永不懈怠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 16 人恶势力犯罪
集团敲诈勒索案进行一审宣判，主犯陈
某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其余15名被
告人分获十个月至六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不等罚金。

通州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0月12日，被告人陈某、宋某等合谋
敲诈被告人季某后，于次日前往金沙镇
某酒店，被告人陈某、宋某与受害人季

某使用作弊工具与被告人秦某赌博，并
故意赢取秦某 1 万余元。同年 10 月 14
日，陈某和宋某在作具体安排后，带
领秦某、夏某等其他被告人和被害人
季某，前往被告人邱某的堂妹肖某
（另案处理） 位于金沙街道某小区家中
进行赌博，在秦某又陆续输钱后，秦
某等几名被告人进来，将桌上的赌资
收起，其中一人假装验牌，秦某用匕
首威胁季某要报警，季某被逼迫写下
一张 7 万元的欠条，期间季某手臂被
刀划伤。当日，季某向他人借款 2 万
元交给陈某等人。同月 16 日，季某交
给陈某等人7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等人

大多无正当职业，或有亲戚关系，或通
过打桌球、借贷行为等互相结识，并形
成较为固定的联系。2017年10月，陈
某等人在通州区、崇川区，部分被告人
以能提供赌博作弊工具赢钱为诱饵，设
局引诱朋友或者熟人参赌，或是在赌博
中发现对方可能作弊等方法诈赌，即向
陈某等人提供信息，由其中一名被告人
假装输钱“受害者”。然后其他被告人再
中途突然出现，以赌博中对方作弊诈骗
为借口替“受害者”出头，采取暴力、威
胁、假装报警等手段敲诈勒索被害人钱
财（俗称“杀猪”）。 在近一个月内，陈某
等人共实施敲诈勒索 5 起，实得 28.7 万
元，另有13万元未遂。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等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对方诈赌受骗为名，
采用威胁报警、殴打等手段，勒索他人财
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
人陈某组织、策划、指挥犯罪集团进行犯
罪活动，系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
的全部罪行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上述被告人的犯罪活动给被害人
心理造成极大恐慌，给他们的家庭、工
作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扰乱了被害人
所在的住宅小区与经营场所的正常秩
序，同时他们赌博、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活动也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州区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杜开
林表示，法院将继续严格执行“两高”
两部关于审理涉黑涉恶案件的指导意
见，准确把握政策法律界限，依法、准
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同时充分
保障被告人权利，努力把每一起案件都
办成经得起法律和时间检验的铁案。

（李振男 顾建兵）

南通16人恶势力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
主犯一审获刑七年零六个月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岳阳 7 月 27 日电 （记 者
陶 琛 通讯员 袁斯潮）今天，湖南省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被
告人李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对被
告人李某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

事情起源于借贷纠纷，李某是湖南
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城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经他
人介绍，在朱某、李某某、刘某三人处
多次借款。2016年5月，朱某、刘某与
王某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城安公司

共计216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王某。
2016 年 11 月 4 日，云溪区法院判

决城安公司一次性偿还王某2147.6万元
并支付利息，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依法判决
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李某未履行生
效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王某向云溪
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云溪区法院查封了城
安公司名下在建商品房 23 栋的部分房
屋，共计 60 套。2017 年 8 月 25 日，云
溪区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拍卖城安公
司名下上述被查封的 60 套房屋。后李
某在明知判决、裁定内容的情况下，未
经法院许可，为了偿还债务，将已被查
封房屋中的 52 套房屋擅自变卖或抵付

工程款，并造成申请人申请查封的财产
不能及时兑现的重大损失。

今年4月，检察院以李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法院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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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主动偿还申请人王
某500万元，取得申请人谅解，并与申
请人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可对其酌情
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公司系化名）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私自变卖查封房产 一被执行人获刑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刘 帅）近日，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对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霍邱某禽业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宋某，再次作出了司法拘留
十五日的处罚。

陈某、苏某、苏某超、宋某庭与霍邱
某禽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该公
司拒不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偿还陈某
四人货款本金共计 124 万元的义务，四

人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向霍邱某禽业公司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在接到执行通知后，该公司
负责人并没有把法院的通知当回事。在
多次沟通、协商未果下，该院决定对公司

法定代表人予以司法拘留。
7月12日晚20时，执行法官一行人

驱车来到该公司内。经过一番排查后，
执行法官锁定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所
居住的房间。在房间内，执行法官发现

了宋某，在一番交流后，宋某依旧没有履
行义务的态度，执行法官当场宣读了拘
留决定书。随后，宋某被送入拘留所内。

7月26日，该院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义务的宋某再次宣布司法拘留十五日。
在得知自己又要被拘留时，宋某当场就
傻了眼，此时此刻，宋某终于意识到了事
情的严重性，迫于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
宋某当即表示会积极筹钱，将事情解决。

拒不还款 公司法定代表人再被拘

本报讯 范某在某医院进行肾移
植手术后，因多种病症最终死亡，范
某家属诉至法院，要求某医院退还
21 万元肾源费及利息。一审法院判
决驳回范某家属全部诉讼请求，范某
家属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近日，该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6年3月，范某因尿毒症到某
医院进行肾移植手术，术后移植肾功
能延迟恢复。同年 11 月，范某再次
到该医院住院，被诊断为肺炎、移
植肾功能不全、菌血症、低蛋白血
症等十多种病，一个月后范某死
亡。范某家属称，该院医生王某告
知其所有接受移植的病人都要向供
体买肾，把钱支付给供体。于是范
某家人在范某肾移植手术前向该医
院支付了肾源费 35 万元，后来医院
退回 14 万元。范某家属当庭提供了
与王某的电话录音并要求医院退还
21 万元肾源费及利息。录音内容为
涉案医院和王某对范某家属说明了
要将 35 万元给供体，但并未说是买
肾，因为买卖肾脏是禁止的。涉案
医院与王某也提交了器官捐献相关
流程及红十字会网站新闻，称红十
字会拟以经济补偿刺激器官捐献，
但范某家属对此并不认可。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现
行的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倡导自愿、
无偿的器官捐献原则，明令禁止器
官买卖，但并未禁止接受器官一方
对供体家属自行进行补助。经审
查，涉案医院已经完成了自己应尽
的义务，故判决驳回了范某家属全
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范某家属不服，上
诉至北京一中院，其认为某医院没有
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将 21 万元用于本
次医疗，应该返还。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
中范某家属自愿申请为范某做肾移植
手术，并且涉案医院已经向其告知要
获得肾源进行肾脏移植需向供体提供
部分经济补偿，范某家属同意并自愿
将 35 万元交付医院，此笔款项是其
对供体的经济补偿，涉案医院在收到
相应费用后为范某寻找到肾源、进行
了肾脏移植手术，并将多余金额返还
给范某用于支付住院押金，可以认定
涉案医院已经履行了应尽义务。范某
家属要求返还肾源费并支付相应利息
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

据此，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朱龙臻 王梓茜）

患者换肾后因病死亡
家属诉返还“肾源费”被法院驳回

图为陈树隆受审。 何春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