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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诺沃挪第克公司（也称
诺和诺德公司）在用于糖尿病治疗的
胰岛素开发和生产方面居世界领先地
位。专利号为200480034152.8的含有
丙二醇的肽制剂专利是该公司所拥有
的发明专利之一。

2015 年 3 月 31 日，杭州九源基
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上述专利不具备创
造性为由，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
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
后，以不具备创造性为由宣告涉案专
利无效。诺沃挪第克公司不服，向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近
日，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涉案专利不具
备创造性，判决驳回了原告诺沃挪第
克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涉案专利所保护的肽制剂是
一种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的注射
用胰岛素制剂。该专利并非保护药物
的核心部分——活性成分利拉鲁肽，
而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用理化性质
相近的丙二醇替换了丙三醇，作为制
剂的等渗剂。

为了保持注射液与体液等渗，避
免产生刺激性或溶血等不利后果，往
往需要在制剂中添加等渗剂以维持渗
透压平衡。甘露醇、丙二醇、丙三醇
（甘油） 等都是药学上常见的等渗
剂。这其中，丙二醇与丙三醇都是多
羟基醇，具有相似的理化性质，在实
践中经常替换使用。

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正是涉案专
利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胰岛素制
剂之间等渗剂的替代使用——前者
为丙二醇，后者为丙三醇 （即甘
油），是否具备专利法所规定的创造
性。

原告声称涉案专利可以避免形
成针尖液滴和针上凝胶样液滴，可
以避免沉积和阻塞，可以改善制剂
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因此具备创造
性。

北京 知 识 产 权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首先，“避免形成针尖液滴和针
上凝胶样液滴”从始至终都不是本

专利真正关注的技术问题。在客观
上，现有技术包括本案内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中，都不存在这方面的技
术缺陷或需求，也就不存在为了克
服该缺陷的技术问题。因此，“避免
形成针尖液滴和针上凝胶样液滴”
不是本案中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所重新确定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
问题。

其次，本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避
免沉积和阻塞是相对于现有技术中采
用甘露醇作为等渗剂时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但面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采
用丙三醇作等渗剂的情形，且在无明
显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领域通常会
认为在将利拉鲁肽制剂中的等渗剂由
丙三醇替换为理化性质相近的丙二醇
后，二者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也是相
似的，不会有明显差异，这从本专利
说明书中有关沉积和阻塞的试验结果
也能得到佐证。因此，涉案专利相对
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所能达到
的技术效果并不包括避免沉积和阻
塞，相应地，“避免沉积和阻塞”也
不是本案中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
重新确定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

最后，本专利说明书仅载明选择
丙二醇作为等渗剂时，对利拉鲁肽制
剂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没有影响，至
于原告所声称的技术效果即“改善的
物理化学稳定性”，无法从本专利说
明书中得到确认，从而也不能作为确
定发明实际解决技术问题的基础。而
且，本案中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已经实
现了利拉鲁肽制剂物理稳定的技术效
果。因此，“改善物理化学稳定性”
也不是本案中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所重新确定的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

综上所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
回了原告诺沃挪第克公司的诉讼请
求。目前，尚未收到当事人针对本案
判决提出的上诉。

（许 波）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王建华 毕惠芳）车辆反担保抵
押借款后逾期未归还借款，双方又签
订车辆转让协议以抵偿所欠债务，但
在转让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让方
就将“自己”的车辆开走，转让方要
求返还汽车并赔偿损失，能否得到支
持？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审结这起返还原物纠纷案，法
院终审依法驳回原审被告某融金所成
都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即判决
原审被告返还原审原告谭某所有的车
辆，并从谭某的汽车被开走之日起至
实际返还车辆之日止，按每月 3000
元标准赔偿损失。

原来原告谭某向他人借款 30 万
元用于生意来往，并由被告某融金所
成都分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同
时，原、被告双方又签订《汽车抵押
合同》，约定由谭某的汽车提供反担
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后来，因谭某未按约偿还借款，
原、被告双方又签订 《车辆转让协
议》，约定将抵押车辆转让给被告公

司以抵偿谭某所欠债务，10 余天
后，因谭某未归还借款，被告公司就
派人在谭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
车辆开走，之后谭某多次与被告公司
协商汽车归还事宜未果，就诉至法
院。

法院一审认为，我国民法通则明
确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
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
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
押、冻结、没收。

该案中，案涉车辆为谭某所有，
被告公司无论是为行使抵押权，还是
因为与谭某签订有车辆转让协议将车
辆抵偿债务，案涉车辆的交付必须
是谭某自愿交付或依照法律规定交
付，而被告公司在未取得谭某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将车开走，其行为已
侵犯谭某的合法权益，并综合考虑
给谭某造成的损失，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判决后，被告方不服提出上
诉，成都中院二审依法驳回其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徐 岩）盘踞皖北芦岭煤矿周边
20 余年，依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威
慑力和强势地位，攫取巨额非法利
益，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
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8月
18 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宣判史大卡等 18 名被告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等罪一案，认定被告人史大卡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8项罪
名，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 45 岁的
被告人史大卡原系淮北矿业集团芦岭

煤矿工人，初中文化。自 1997 年起，
史大卡先后纠集、网罗刑满释放人员和
社会闲散人员，通过打砸手段公然打压
生意竞争对手，逐步控制芦岭镇电渣
经营权，实际控制经营宿州市利群超
细粉有限公司 10 余年，为形成以史大
卡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
固定、成员层次较为分明、组织结构
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奠定了经济基
础。被告人史大卡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1998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五年；2003年8月，史大卡再次因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八年，其控下的利
群超细粉有限公司正常经营。2012

年，史大卡出狱后，重新纠集人员，
通过强迫交易、巧取豪夺等行为获得
大量非法利益，并采取发放工资、入股
分红等方式维系组织生存与发展。连续
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
故意毁坏财物、强迫交易、合同诈骗等
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欺压、残害群众，
十余年来疯狂作案，致1人重伤，10人
轻伤，多人轻微伤，并实施了 15 起违
法行为。

法院认为，该犯罪团伙通过有组织
地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在芦
岭镇及周边形成了强势地位，控制、垄
断芦岭阳光能源公司的原煤运输业务和

电渣、硝灰的销售以及腾岭公司负责
经营的煤矸石、煤泥、次煤销售；威
胁当地党委政府、企业领导人，损害
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及在群众心目中的
形象；参与破坏基层选举，砍伤无辜
群众；无视法律法规，侵犯群众、
集体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芦岭
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史
大卡等 15 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被告人史
大卡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
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迫
交易罪、合同诈骗罪、妨害作证罪，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的
14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零二个月至十一年不等；其余3名
被告人亦分别获刑。

本报汕尾 8月 20 日电 今天，
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
人陈金朝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妨害公务、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数罪并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缴获的枪
支、弹药予以没收、销毁。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15 年 至
2017 年间，陈金朝在广东省陆丰市
湖东镇下埔村内横行乡里、称霸一
方，欺压残害百姓，多次作案并致
人受伤。

2015 年 9 月，陈金朝伙同他人，
持自制斧头打砸一辆经过村口路段

的出租车，对车内乘客进行殴打致伤。
之后，陈金朝以路过小汽车碾压死一只
鸡为由，向车主蔡某强行索赔 180 万
元，在双方协商过程中，砸坏车主苹果
手机，并持斧头打坏车窗挡风玻璃，用
砍刀刺破4个轮胎，持仿六四式手枪和
手榴弹威胁车主，造成财产损失及车内
一乘客晕厥。

2017年7月，陈某带领湖东镇政府
国土所的工作人员到村里确认被陈金朝
霸占、破坏的耕地，陈金朝驾驶摩托车
进行阻扰，并手持花锄将陈某等2人殴
打致伤。

2017年8月，陆丰市水政支队到陈

金朝居住地制止其抽沙破坏行为时，陈
金朝使用烟花炮攻击执法队员，迫使对
方撤离，并毁坏附近监控设备。

2017 年 11 月，公安机关组织对被
告人陈金朝进行抓捕，陈金朝手持猎枪
与抓捕民警进行对峙，并无视抓捕民警
对其的鸣枪示警和劝降而逃跑拒捕。抓
捕过程中，民警果断开枪将其击伤并抓
获归案。事后，公安机关在其住处查获
枪支、手雷、子弹若干。在此之前，公
安机关先后多次在陈金朝住所缴获仿六
四式手枪、猎枪、手雷、子弹等违禁
品。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金朝无

事生非，持械任意毁坏他人财物并殴
打他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
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罪；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
轻伤，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又构成故意
伤害罪；持枪威胁暴力抗拒阻碍警察
执行公务，其行为又构成妨害公务罪，
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被告人陈金朝作
为一名典型“村霸”，性质恶劣，影
响败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和当地社会生活秩序，应予
以严惩，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黄胜龙 黄晰明 张丽涛）

以黑护商以商养黑 为非作恶欺压群众

安徽宿州黑社会团伙案主犯被判二十年

私藏枪弹 持枪拒捕

广东一涉枪涉恶“村霸”获刑十二年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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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县邦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余海青、余海林、钱益珊、黄光
芒、周春红：本院受理原告潜山汇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潜山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潜山县三鑫木业有限公司、金碧红、聂芳斌、王海勤：
本院受理原告潜山汇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潜山县人民法院

王文贤：本院已受理原告龚绍慧与被告王文贤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8）豫0106民初793号民事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

李晓微：本院受理原告西双版纳佳艺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
李晓微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2018）云2801民初99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参加诉讼通知书、执
法承诺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每人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景洪市人民法院9216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裁判。 [云南]景洪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
20日裁定受理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8
年 8月 13日指定管理人。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简称“依

林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10月 2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 ：南 宫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邮 政 编 码 ：055750；联 系 电 话 ：
15132915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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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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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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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1月9日上午10时在依
林公司院内（地址：南宫市经济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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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南宫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从建、曾维成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20日
裁定受理对被申请人四川新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并依法指定泸州盛生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四川
新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请于 2018年 9月 20日前，
向管理人泸州盛生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泸州市龙
马潭区洪达路68号1单元2号；合江人民街51号；邮编：646600；
联系电话：18683020011；联系人：汪相益、赵杨、徐会英）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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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本案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10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在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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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合江县人民法院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裁定受理杭州汇
城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7月27日指定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担任汇城公司管
理人。汇城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联系人：陈先生，13656685243；通讯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建
国北路 161 号 3 楼，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通讯邮箱：
hcpc2018@163.com；债权申报文本格式下载地址：http://www.
zjnfc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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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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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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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城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汇城公司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
年11月30日14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债权人前述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裁定受理杭州杭
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7月25日指定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担任杭丰公司管
理人。杭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联系人：陈先生，13656685243；通讯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建
国北路 161 号 3 楼，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通讯邮箱：hf⁃
pc2018@163.com；债权申报文本格式下载地址：http://www.zjn⁃
fc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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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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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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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杭丰公司的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年
11月30日14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债权人前述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4日，本院裁定受理杭州卫士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255783158L）、浙江卫士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595317202）、杭州派士
管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2535126U）、杭
州卫士生态科技园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7471807671）破产清算案件。2018年 7月 30日，本院
裁定对上述4家关联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本院查明：根据专项审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4 家关联公司合并总资产
16 641 375.75 元，总负债 308 626 632.45 元，合并所有者权益
为-291 985 256.70 元。另根据管理人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8 月 6 日，经管理人处置，4 家关联公司全部财产收入
31 974 301.02元，负债总额308 640 455.55元，已经严重资不抵
债。本院认为，杭州卫士实业有限公司等4家关联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应宣告其破产。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8年8月9日裁定宣告杭州卫士实业有限公司、浙江
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派士管材有限公司、杭州卫士生态科
技园林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15日，本院根据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西支行、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的
申请，裁定受理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根据债务人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核查情况：截止2018年2月2日止，共有38家债权人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220,636,916.59元，已审核认定的债权金
额211,954,681.39元，目前债务人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变现的金额为42,427,885元。本院认为：债权人申报并经核
定的债权总金额已远高于债务人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
的资产变现金额，构成严重资不抵债，债务人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
织有限公司并不能清偿其对外所负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湖州厉华妤婕联合
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5日，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省玉环市地方税务局的
申请裁定受理玉环县环球润电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债务人
玉环县环球润电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名下无可供清偿财产，且债
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已发生的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裁定
宣告玉环县环球润电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玉环县环球润电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玉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严大新的申请，于2018年7月24日裁定受理杭
州 恒 辉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122566084397A）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浙
江天平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杭州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杭州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接到清算组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清算组通知书
的自刊登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以书面形
式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否则，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法律后
果。杭州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债权申报地址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
州街567号北城天地9幢12楼，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具体申报时
间：周二至周五上午9时30分-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17时。债权
申报地址二：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桐千路388号，金色桃园售楼
处。具体申报时间：周一上午10时-12时，周一下午14时30分-17时。
清算组联系人：张哲伟，13685760102。 [浙江]桐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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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
临头各自飞。”家住江苏省海安市的狄
女士对这句话的体会尤为深刻。几年
前，她不幸患了精神分裂症，丧失了劳
动能力，丈夫周某在起诉离婚被法院驳
回后，竟然就索性对妻子不闻不问。无
奈之下，狄女士一纸诉状将周某告上了
法庭。

8月16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这起扶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
终审判决，周某每月给付狄女士扶养费
1000元。

2009 年 2 月，时年 21 岁的海安小
伙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小他一岁的狄
女士，两人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很快
就住到了一起。同年底，双方按当地的
民俗举行了结婚仪式。

2011 年 2 月，狄女士生育一子。
2013年4月，双方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
婚证。刚生完孩子那阵，狄女士身体很

虚弱，经常整夜的失眠，还动不动就发
脾气。周某以为是年轻的妻子刚做了妈
妈，还不太适应，加之每天要忙着去几
十公里之外的南通市区上班，对此并没
有太在意。

因为缺少关爱和理解，狄女士的精
神逐渐恍惚起来，时常表现得多疑，老
怀疑有人要加害她，经常把家中的东西
搬来搬去，还将衣服剪掉烧掉，甚至有
时还冲动打人。2013年7月，狄女士不
得已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未定型精神分
裂症。这之后，狄女士又多次住院治
疗，但效果甚微。

面对患病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儿
子，作为丈夫的周某感到沉重的负
担，这种负担经日积月累又渐渐变成
了累赘。2014年4月，周某向海安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妻子离婚，
同年6月周某申请撤回诉讼。2015年4
月，周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但被法院
驳回。

因狄女士每天靠药物治疗，严重时
需要住院，其母亲患有慢性疾病，还需
在家照顾她，无法外出打工，狄女士一
家三口的生活费及医药费全部依靠年过
六旬的狄父一人打零工维系，生活举步

维艰，而周某自从将妻子送往她娘家
后，对妻子不闻不问，再未尽任何责
任。无奈之下，狄父作为狄女士的法定
代理人，一纸诉状将周某告上了法庭，
请求判令其每月支付扶养费1000元。

另查明，周某现在南通某船舶公司

工作，月收入约 6000 余元。海安法院
审理认为，周某与狄女士系合法夫妻关
系。婚后，狄女士因精神分裂症多次住
院治疗。此后，狄女士回到其父母家中
生活至今。期间，狄女士父母对女儿进
行了抚养，并垫付了医疗费用，周某未
能尽到丈夫应尽的扶养责任。现狄女士
因病无法从事劳动，无收入来源，狄女
士要求周某履行扶养义务的诉讼请求于
法有据，参照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标准及周某的经济状况，对狄
女士主张周某按月支付生活所需费用
1000 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周某不
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
审理维持原判。

妻子患了精神病，丈夫竟然不闻不问
法院：丈夫每月给付1000元扶养费

顾建兵 储慧文

“家庭成员之间的扶养、抚养和赡
养，不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法定的义
务。”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曹璐介绍说，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
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
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
扶养费的权利。”该条不仅将夫妻间相
濡以沫的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的法律规
定，而且将给付抚养费明确为扶养义务
履行的表现形式，要求有扶养能力的一
方，对有残疾、患有重病、经济困难的
配偶，必须主动承担起扶助供养的责
任。本案中，原、被告处于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狄女士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
劳动能力，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周某具
有稳定的工作，且正值而立之年，对患
有精神疾病且经济困难的妻子，必须承
担扶助供养责任。“此外，我国婚姻法
还严禁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如果夫妻
一方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有扶
养义务的配偶拒绝扶养，情节恶劣，构
成遗弃罪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曹璐提醒，夫妻应当在生活上互相照
应，在经济上互相供养，在精神上互为
支柱，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
良好的家庭环境。

■法官说法■

拒绝扶养还可能构成遗弃罪 夫妻的扶养义务是法定义务

北京知产法院判决一起药物制剂专利案
因涉案专利不具备创造性 原告诉求被驳回

私自开走抵押车辆

成都一男子被判返还并赔偿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