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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运用司法智慧 留住青山六千余亩
海南二中院驳回6起发包方请求清除林木诉讼案

罗凤灵 平英梅

早餐店馒头里非法添加“甜蜜素”
老板被提起刑附民公益诉讼获刑并赔偿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1日（总第7428期）

石立峰、李耀贤：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戈多双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们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本院已依法
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石立峰名下车牌号为吉A7A618，发动机号
*A00057，识别代码*110869公路客车的车籍及此客车线路（德惠至
西王家炉经营权）。并已裁定扣押上述车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本院已作出
（2018）吉0183执72-1号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石立峰名下的
吉A7A618号车辆及此客车线路（德惠至西王家炉经营权），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拍卖被执行人石立峰名下车牌号为吉
A7A618，发动机号*A00057，识别代码*110869公路客车及此客车
线路（德惠至西王家炉经营权）。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孔淑贤、迟玉杰、迟雪峰、迟雪松：本院受理申请人德惠市人
民政府申请执行对被申请人孔淑贤、迟玉杰、迟雪峰、迟雪松作
出的德征补字【2015】第018号征收补偿决定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听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迟玉杰、凌旭：本院受理申请人德惠市人民政府申请执行对被申
请人迟玉杰、凌旭作出的德征补字【2015】第019号征收补偿决定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听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李艳玲：本院受理申请人德惠市人民政府申请执行对被申请人
李艳玲作出的德征补字【2017】第018号征收补偿决定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听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的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大家好！我们4人因在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间违反国
家相关规定，擅自生产假药并销往全国，对购买假药、服用假药
的消费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身、财产损害，对社会产生了严重
的不良影响。本人已深深的认识到行为的恶劣性，并已受到国家
的严厉惩处，本人会认真服刑改造，改过自新，日后尽最大努力

回馈社会，争取做对社会有价值的合格公民。再次对每一位遭受
损害的消费者郑重诚挚的道歉，向社会全体大众道歉，对不起！
特此声明！ 曾中华、曾凤娥、曾德灵、张俊山

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数安红宇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深
圳市数安红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数安红宇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19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2011室，联系人:谭朗、王
寻，联系电话：0755-83734929、83734916，传真：0755-82966576）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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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数安红宇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数安红宇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9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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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
人参加的，须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永骏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
作出（2018）豫1721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河南永
骏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25日之前，向
管理人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地址：河南省西平县棠溪大道西段河南永骏化工有限公
司办公楼一楼；邮政编码：463900；电话：0396-6266996）。申报债
权，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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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永骏化工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9月5日9时整在河南西平县棠溪
大道西段河南永骏化工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如有变
动，另行通知）。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及
管理人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如果本人不能出席需向委托代理人
出具授权委托书。 [河南]西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黄健伟申请于2018年3月9日裁定受理黑龙江
省嘉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4日指
定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为黑龙江省嘉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管理人。黑龙江省嘉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357号917室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150080；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赵军15945199359，王宇15545057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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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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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省嘉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黑龙
江省嘉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8年10月12日下午14时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182号龙召商
务会馆第一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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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
28日裁定受理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7
月11日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沈阳北恒铜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2
日前，向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新
隆街1-26号万科中心2106室；邮政编码：110179；联系人：吴杰，张
梦月；联系电话：13842094733，13504015002，024-22911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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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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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的相关事项，另行公告。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马福元、孙卿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19日裁定受理
山东新恒基钢结构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6月26日指定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为山东新恒基钢结构
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新恒基钢结构工程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31日前，向山东新恒基钢结构
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6号中
建文化广场A座12层；邮政编码：250014；联系人：逯献旭；联系电
话：0531-55686981，15169008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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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恒基
钢结构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
东新恒基钢结构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山东京鲁律师事务
所会议室（济南市文化东路6号中建文化广场A座12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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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5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于志会的申请，裁定受
理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6日指定
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指定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地点：威海市统一路402号406室；邮编：264200；联系电话：
18660378968,13508910444；联系人：王恩泽，连莎）。债权人应自2018
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乳山市

造船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0月9日9时在乳山市人民法院
第二审判庭（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胜利街46号）召开。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2018年5月28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宫阳的申请，裁定受
理乳山市东诚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
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指定山东北斗星辰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地点：山东省乳山市胜利街43号北斗星辰律师事务所二
楼206室；邮编：264500；联系电话：13906309644,13371171286；联系
人：邵军，郑丽丽）。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乳山市东诚织品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9月26日9时在乳山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胜利街46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2017年 12月 5日，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安吉赛康家具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国祥，该管理人负责人）资产
已明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其破产清算，本院
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本院查明：2018年2月8日，本院
主持召开了安吉赛康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截止本次会议召开前，共有33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金额为 68849835 元，其中管理人已审查确认的债权共计
58389542.93 元，未完成审查确认的债权计 8 家，申报金额为
1567356.53元。而据安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
信会专[2018]第 123号审计报告反映，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安
吉赛康家具有限公司账面显示的资产总额为63047345.36元，扣
除实际已无库存和实物等资产3711317.25元及2012年3月21日
被银行自动扣划的 870万元，账面实际资产总额为 50636028.11
元，故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2018年 7月 16日，安吉
赛康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宣告安吉赛康家具有限公
司破产。本院认为：安吉赛康家具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安吉赛康家具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浙江]安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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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海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运用审判职能保护生态环境、服务
生态建设、保障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绿
色发展？驻守并管辖海南西部地区的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防止滥砍滥
伐，于近日对6件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作出终审判决，依法驳回发包方解除合
同、清除林木的诉讼请求，避免了东方
市、昌江县两地共 6000 余亩地上林木
短期内遭到砍伐，保护了生态环境，为
海南“生态立省”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

东方三案：不符合法定要件
合同不予解除

2003 年初，东方市秦某、卞某、
李某分别将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发包给林
业公司用于造林并签订《林业用地承包
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46年，
所营造林木原则上以 6 年为一个轮伐
期，如推后砍伐最迟不得超过1年，收
益分配为林木分成。签订合同后，林业
公司投资种植树苗，营造林木。第一轮
伐期届满后，林业公司未按期采伐，双
方经协商，林木收益分配用支付承包费
的方式变通执行。

第二轮伐期届满后，林业公司未
依约按期砍伐林木。2017 年 5 月 10
日，秦某等三发包人向林业公司邮寄
送达 《关于要求履行合同支付义务催
告函》，要求林业公司收到催告函后10
日内履行合同木材分成或分成款支付
义务，并对其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违约
责任。因林业公司未在 10 日内履行催
告要求，三发包人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解除合同、林业公司自行清理
地上林木返还土地并支付林木收益分
成。

一审时，林业公司虽然表示同意第
二轮伐期的分成方式按支付租金的形式
履行合同，但一审判决还是支持了三发
包人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清除地
上近 3000 亩林木。宣判后，林业公司
不服，上诉至海南二中院，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

在审理东方市的3起案件时，海南
二中院认为，当事人约定承包费收取的
方式为采伐后分成，第二轮约定的采伐
期虽到期，但尚未采伐，三发包人向
承包人发出了催收通知，十几天后即
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在承包人愿意
按第一轮伐期采用的以支付承包金的
方式变通执行、三发包人对这种变通
支付方式无异议的情况下，合同目的

并非不能实现，且承包人在涉案土地
上做了大量投入，部分林木还涉及公
益林，在合同尚未达到法定解除条件
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并在三
个月内清理林木处理不当，据此，依
法改判驳回三发包人解除合同、清理
林木的诉讼请求，判令林业公司依法
支付三发包人第二轮伐期的土地承包
金。

昌江三案：合同不构成根本
违约不予解除

2006 年至 2007 年期间，开发公
司、蒋某、造林公司分别将其拥有使用
权的林地分别发包（或转包）给林业公
司营造速生丰产林，双方签订《林业用
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每期承包金
在上一期届满并在三发包方提供合法发
票给林业公司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结
算支付；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
务或者因违约方的行为致使合同无法履
行或者无法完全履行，守约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终止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林业公司未按照
发票载明数额如期支付三发包方土地承
包金。2017 年，三发包方分别以公证
送达《关于要求支付承包费告知书》或

发律师函的方式，向林业公司催收土地
承包金，并限期支付，否则视为解除合
同。林业公司在收到上述函件后，未在
限期内支付承包金。

三发包方以林业公司拖欠土地承包
金构成违约为由分别诉至法院，要求解
除合同、支付土地承包金。一审时，林
业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在诉讼过程
中履行了给付义务，支付了三发包方的
土地承包金。一审法院分别驳回三发包
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
三发包方不服，向海南二中院提出上
诉，要求解除合同。

在审理昌江的3起案件中，海南二
中院认为，双方约定在发包人出具发
票后，承租人按照发票数额 30 个工作
日内支付土地承包金，现三发包人交
付发票后，林业公司迟延给付承包
金，林业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但在
一审诉讼中，林业公司已经交付土地
承包金，三发包人合同目的已基本实
现，且林业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
不构成根本违约，故合同不应予以解
除。对于逾期支付土地承包金造成的
损失，三发包方可根据合同约定要求
林业公司赔偿。海南二中院遂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三发包人解
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本报讯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由
于报案不及时和现场条件的限制，难
免有交通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的情形，
那么在无法查清事故事实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没人来承担责任了？答案是
否定的。近日，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宣判这样一起案件，认定
9辆有肇事嫌疑的车辆承担事故的连
带赔偿责任。

2016年1月26日晚上7时许，李
某松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往县城方向
行驶，途径乡村路段时发生交通事
故，头部被碾压当场死亡。由于事发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肇
事者究竟是谁成谜。

案发后，交警部门通过调查取得
事故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从事
故发生至报警人报警前，除李某松驾
驶的二轮摩托车外，共有9辆不同型
号的汽车经过事故现场。据此，交警
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
明事故中黄某义驾驶的轻型货车、白

色小轿车（未查明车主及车辆信息）与
李某松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同一时间点出
现在现场，另外还有7辆汽车（未查明
车主及车辆信息）存在肇事嫌疑。黄某
义为轻型货车的所有人，该车在保险公
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随后，李某松的继承人李某栢等依
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向海丰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黄某义及保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提出抗辩，认为在没有证

据证明黄某义驾驶的轻型货车与事故的
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保险公司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海丰法院经审理认为，因本次交通
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交警部门经过调查
后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该证明
书可作为定案依据。证明书中查明了李
某松发生交通事故且头部被碾压致死，
黄某义驾驶的轻型货车及其他8辆汽车
存在肇事嫌疑。

鉴于在道路上驾驶车辆行为本身存

在一定危险性，且该9辆车经查明为
嫌疑车辆，应推定该9辆车的驾驶行
为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承担
事故连带责任。黄某义为本案唯一能
查清的主体，保险公司对黄某义所负
连带责任承担保险赔偿义务后，可依
法在确定具体侵权人后再进行追偿。
而李某松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违
法，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
承担部分责任。

据此，法院一审依法判决保险公
司赔付李某栢等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
的各项损失42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汕尾中院经审理作出了维持
原判的终审判决。

（郭汉强 陈朝敏）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责任无法查清咋办？
法院：路过9辆嫌疑车辆共同担责

承办该案二审的法官指出，在该起
事故中，如何确定造成李某松死亡的责
任主体是本案的关键。但本案因无法查
清案发现场，具体侵权人无法确定，所
以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法律选择推
定因果关系。经交警部门认定，黄某义
等驾驶的9辆车均在事故发生的时间段
经过现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
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
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
责任”的规定，在存疑车辆未能充分举
证证明所驾驶的车辆与事故发生无因果
关系时，可认定他们构成共同危险行
为，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从而使受害人
的权益得到救济。

法官同时指出，共同危险行为制度
的设计属法定因果关系推定的结果，并
非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参与共同危险行
为人中有一部分人其行为事实上并未造

成实际损害，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
关系，承担连带责任对其而言实属无
辜。但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天平也不会过分地倾斜。被指控的存
疑人可以通过免责举证进行抗辩，从而
证明自己与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车主，像本案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大家
在道路上开车除了要安全驾驶外，也要
多留个心眼。遇事不慌、不逃，在遇到
类似的情况时，首先要保护好事故现
场，并在第一时间报警，千万不要心存
侥幸驱车直行，否则都有可能成为被
告。另外，在车辆上安置行车记录仪
也尤为重要，既可以清楚地反映第一
现场，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存疑人可以通过免责举证进行抗辩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铅山县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破坏军婚案，被告人彭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起，被
告人彭某，明知江某为现役军人毛某的
妻子，仍长期与江某同居并多次发生性

关系。期间，江某还多次到被告人彭某
工作地与其同居并发生性关系。今年1
月2日晚，毛某从部队回到铅山县家中

发现妻子江某与被告人彭某赤身裸体坐
在沙发上看电视。毛某非常愤怒，与江
某和彭某发生争吵。被告人彭某的行为
已严重危及到毛某与江某的婚姻关系。

法院认为，被告人彭某明知江某为
现役军人的妻子，仍与其同居，其行为
已构成破坏军婚罪。法院综合考虑被告
人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等，作出上
述判决。 （陈子娟）

与现役军人之妻非法同居

铅山一男子破坏军婚获刑两年半

本报丽水 7 月 31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叶鑫龙 徐诗周）
今天，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拘役二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支付赔偿金2万元，由缙
云县人民检察院纳入公益基金依法管
理。

2017 年 2 月至 4 月，缙云县某中
学附近的一家早餐店突然火爆了起
来，原因就是他们家的“红糖馒头”
特别好吃，不仅颜色好看，而且味道
浓郁，甜味十足，吸引了学校学生和
周边居民，前来买馒头的人络绎不
绝。

2017 年 4 月，缙云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随机抽查，发现陈某的早餐店售
卖的红糖馒头中存在非法添加甜蜜素
的情况。经检测，陈某制作的“红糖馒
头”中甜蜜素达1.22g/kg，而正常标准

为不得检出或检出不得超过 0.03g/
kg，已经超出添加标准40多倍。

经查实，陈某通过出售加过甜蜜
素的“红糖馒头”获得销售金额达
2000余元。

丽水市食品安全危害认定专家论
证认定：经常食用甜蜜素含量超标的
红糖馒头，会对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
危害，对代谢排毒能力较弱的老人、孕
妇、小孩危害更大。陈某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会造成食源
性疾病。

法庭上，陈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并表示深刻的悔过。今年7月18
日，陈某在《丽水日报》上进行公开道
歉，并表示愿意赔偿。

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且已公开赔礼道歉，综合被告
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及悔罪表
现，法院决定对被告人适当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广州 7月 31日电 今天上
午，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一起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肖龙保等 18 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 年以
来，肖龙保先后纠集湖南省隆回籍社
会人员罗德平、肖超、唐景玉等人在
本市天河区珠吉街道吉山村一带开设
赌场及放高利贷，牟取非法利益，逐
渐形成以肖龙保为首的犯罪团伙。期
间肖龙保因开设赌场于 2009 年 7 月
20日被抓获后被判刑，2010年11月
19日刑满释放，于2013年10月31日
因寻衅滋事被抓获后被判刑，2014
年10月30日刑满释放。后肖龙保重
新纠合、组织唐景玉、罗德平、肖超
等人，同时安排唐景玉、肖超等人纠
集以湖南隆回籍男子为主的几十名社
会闲散人员，以吉山村范围内多个赌
场窝点为组织纽带，逐渐明晰人员层
级、分工和扩张地盘，形成以肖龙保
为组织领导者，以罗忠秀、唐景玉为
骨干，以开设赌场为核心并通过实施
非法手段聚敛财产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
2016 年下半年，该组织内部逐

渐形成两派势力，大量购买、准备枪
形物、砍刀、匕首、铁棍、电击棍等
作案工具，相互间为争夺赌场地盘进
行多次滋事和斗殴，造成多人受伤，
严重影响吉山地区的治安秩序。

法院同时查明，肖龙保领导的黑
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吉山村长期通过
引诱、恐吓、威逼等方式，垄断、霸
占吉山赌博行业，强迫群众提供士多
店做赌场并带人参赌，严重影响当地
小商户的生产经营，并在赌场出借高
利贷，当本金和利息累积到借款人无
法承受而躲避赌债时，便派出成员以
非法拘禁、殴打等暴力以及威胁、恐
吓手段强迫债务人还款。2016年8月
至2017年7月期间，肖龙保多次安排
手下肖超、罗德平等人携带刀具威胁
被害人邓某田提供其士多店作为开设
赌场的场所。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肖龙保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
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依法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零六个月；唐
景玉等 17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十三年
至二年零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阚 倩）

广州天河法院宣判一起涉黑案
18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一张缺陷祛斑面膜，
致使顾客伤残。受害人胜诉后，被执
行人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亦未如实
报告其财产情况。日前，河南省焦作
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某香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进行公开
宣判，被告人李某香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

李某香经营一家美容店，原告
王某玲长年在此处做美容护理。2014
年初，李某香向王某玲推荐试用一

款祛斑面膜，一周后，王某玲脸上的
面膜揭下，当即出现面部红肿、受
损。经鉴定，王某玲的伤残程度为七
级伤残。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伤残
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22.8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李某香拒不履行生
效判决。2016 年 1 月 29 日被解放区
法院行政拘留15日；因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犯罪，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
被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取保候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香的行为
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永刚）

一张面膜致人七级伤残
美容院店主拒不赔偿获刑六个月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