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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4日（总第7462期）

2016年4月18日，本院根据安徽乔氏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乔氏铜业”）的申请裁定受理安徽绿洲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洲电缆”）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18年4月11日，绿洲电缆
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3776700元，经绿洲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
的普通债权额为85017198元，抵押债权为17600000元，所有者权益
为-78840498元。本院认为，绿洲电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裁定
宣告安徽绿洲电缆有限公司破产。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矶山石油（福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你公司破产一案，并作出（2018）闽06破申10号通知书，现向你
公司通知事项如下：2018年7月10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你
公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财产，已无法清偿全部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条件为由，向本
院申请裁定宣告你公司破产偿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公司如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之日（公告
期为公告之日起60日内）起7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视为未提出异议。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 4月 27日，本院根据深圳市宁微科技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深圳市德富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
圳市德富诚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无人申
请对其进行重整或者和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 7月 31日裁定宣告深圳市
德富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7日,本院根据深圳市祥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深圳市祥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祥
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无人申请对其进行
重整或者和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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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裁定宣告深圳市祥
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广东省郁南县西江水泥厂破产还债一案[案号：
（2003）郁民破字第 1号]，定于 2018年 10月 10日 15时在郁南县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债权人会议。请广东省郁南县西江水
泥厂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或债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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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或债务人系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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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郁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分行
的申请，于 2018年 8月 23日裁定受理湘西自治州明珠休闲度假
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8月 23日指定湖南
正华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湘西自治州明珠休闲度
假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湘西自治州明珠休闲度假村有
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5日前，向湘西自治州明
珠休闲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地址：湘西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办公大楼四楼422室；邮政编码：416000；联系人：戴源；联
系电话：15007418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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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明
珠休闲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10月 19日 10
时在湖南省吉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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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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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吉首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8月 8日受理的湘潭市半导体二厂破产清算
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于 2018年 7月 20日依法作出(2013)潭中民破字第 2-16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已无破产财产可供清算分
配，其资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
裁定宣告启东市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裁定终结启东市
御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庆锋的申请于2018年8月20日裁定受理常熟盖
奇海天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天尚(苏州)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常熟盖奇海天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
10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中
心A座1003-1004号；邮政编码：215021；联系人：陆露；联系电话：
15358987274)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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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日下午
13时30分在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81号中汇戴斯大酒店召开
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2018年1月5日，本院根据万娜的申请裁定受理抚州金峰科贸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抚州金峰科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2679
元，总债务为1679792.89元。本院认为，抚州金峰科贸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裁定宣告抚州
金峰科贸有限公司破产。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盐城市劳务协作服务中心的申请，于2018年7月4
日作出（2018）沪0117破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
苏置郡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迪一清算服务
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莲路1717号，电话：
13918850912，沈紫华）。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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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苏置郡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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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14时整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2017）浙 0108执 1864号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和
申请执行人鲁庆云同意，于2017年12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力拔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1月 31日指定浙

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力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力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27日
前，向浙江力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金隆花园华顺大厦 11层 1109室；邮政编码：310001；联系电话：
13588411542；电子邮箱：zhejiangliba@126.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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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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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浙江力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第五号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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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浙江谦雪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7
日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10日指定浙江力汇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浙江谦雪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0月8日前，向浙江谦雪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台州市路桥区刚泰艺鼎广场D幢701室；邮政编码：318050；联系电
话：0576-82812910，马律师、张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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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谦雪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谦雪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5日16时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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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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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强炼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8日裁定
受理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 月6日指定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温岭市中和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联合团队）为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勤丰船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12日前，向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曙光路116号玻璃门房三门
大酒店停车场；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15267698500；
1575787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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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浙江勤丰船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
10月26日上午9时在三门县人民法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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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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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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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人民法院

由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贸易公司广东经销公司出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规定的清算事由
却未依法自行清算，2018 年 7 月 20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18）粤 01强清 77-1号民事裁定受理广东省汽车工业贸易总
公司申请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贸易公司广东经销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并依法指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贸易公司广东经销公司清算组（负责人：薛源斌，联系电话：020-
83338668，地址：广州市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地广场 G 座 24
楼）。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
权。如逾期申报的，则由此产生的额外审查费用将由逾期申报债
权人承担。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贸易公司广东经销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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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员
杨长平）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以陈世杰为首的重大
涉黑案件，该案共有54名被告人和3个
被告单位，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等17项罪名，案件主犯陈世杰一审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其他组织成员
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
至二十年不等。据悉，该案是今年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厦门市宣判的
首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世杰及
其组织成员组织非法势力，形成各有分
工的组织体系，凭借前期树立的恶名及

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采取摆场、打
砸车辆、枪击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攫
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发展成为具有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在被告人陈世杰的组
织、领导下，该组织成员还大肆进行强
迫交易、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串通投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非法采
矿、故意伤害、妨害作证等犯罪活动以
及强行侵占沙场、非法占用土地、违法
建设等违法行为，肆意欺压、残害群
众，为非作恶，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
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案案情复杂，涉及
被告人人数众多，结合各被告人犯罪事
实、情节等因素，法院依法作出上述一
审判决。

图为案件庭审现场。李新卫 摄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员
徐 军） 被告人姚某以集资建校的名
义，承诺高额利息，向社会公众非法募
集资金5亿余元。近日，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6 名被
告人受审。

姚某今年 72 岁，大学文化，系西
安金融财贸专修学院院长、陕西汇衡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 年
10 月，姚某成立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
院，任法定代表人。

2008年8月，姚某、刘某召集多人
商议，以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集资建
校的名义，向社会公众承诺高额利息，
非法募集资金。2009年5月，该校更名
为西安金融财贸专修学院，姚某、刘某
等人又以西安金融财贸专修学院的名义

继续非法募集资金。2009年10月，姚
某、刘某为了逃避打击，成立了陕西汇
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继续以该公司名
义募集资金。

在对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过程中，
姚某负责组织、策划及决策，刘某负
责管理集资业务团队和集资财务，马
某负责各业务部门的统筹联络、策划
组织群众活动、接待群众并参与集资
团队的管理；汤某、吴某、高某等人
负责组建融资团队、联系群众签订合
同。募集资金中的 35%分给汤某等人
的融资团队。

李某等多人作为集资业务员，具体
联系投资群众，以集资建校为名开展非
法集资活动，采用在居民小区宣传、校
庆参观、组织旅游等形式，向群众介绍
姚某所获荣誉和学院的发展前景，夸大

学院办学规模和投资项目收益，并承诺
高额利息。

被告人姚某、刘某、马某等人以西
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西安金融财贸专
修学院、陕西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名义共向 8809 名被害群众募集资金
51419.72 万元，已返还金额 971.908 万
元，未返还金额50447.81万元。姚某、
刘某将所募集的资金除部分用于向被害
群众返还本金及利息、用于业务员的提
成、购买土地、车辆等项目外，对其余
资金拒不交代去向。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某、刘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集资建校的名义
非法集资，金额特别巨大，应当以集
资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马
某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面向社会公
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

序，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8 月 29 日，西安中院开庭审理该
案。姚某当庭供述，2009 年，为了偿还
借款和学生实习，成立了校办企业陕西
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000万元的注
册资金是以金融学院名义对外募集后借
给该公司的。她说，给集资群众的利息
一年百分之二十几，交钱时已经返了百
分之十，合同到期后支付剩余部分。

对于金融学院每年招生收入只有两
三百万元，支出却高达七八百万元，且
募集资金中的35%给了融资团队，如何
保证给投资群众返本付息呢？姚某说：

“不堪重负，资金链断裂是必然的，走
这条路也是没办法。”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第一被告人
姚某提出异议，既不认可集资诈骗罪的
指控，也对 5.14 亿元的募集金额不认
可。她说学校没有资金扶持，当时还有
其他学校也在募集资金，她错误地认为
利用民间资金“可能是合法的”。此
外，她还称自己主观上是想还钱。

该案持续审理了3天。

厦门宣判一起重大涉黑案
54名被告人3个被告单位被判刑 共涉17项罪名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凌 峰 王 伟）家有别墅豪车，公司年
收入数千万元，却一直抗拒执行。近
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以被
告人许业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

许业胜是安徽光灿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镜湖区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许业胜、安徽光灿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芜湖景康建材有
限公司货款 1316.72 万元及相应违约
金。判决生效后，许业胜等被告未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芜湖景康建材有限公司
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7月，执行人员
发现许业胜为其儿子出国留学存入保证
金，成功扣划 27 万余元，但许业胜仍
一直逃避执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许业胜在其老家
无为县赫店镇苏塘村拥有自建豪华别
墅一幢；还拥有劳斯莱斯古斯特、路

虎揽胜汽车各一辆，登记在其亲戚丁
某名下；由许业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安徽光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账户自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共计收入
2700 万余元，但无一笔款项用于履行
法院的判决。许业胜违反财务规定，
授意财务部门将其公司资金转移至财
务人员名下。执行人员曾在芜湖某工
地找到许业胜，欲对其司法拘留时，
因工人阻挠而未果。此后，许业胜亦
未主动到法院说明情况。

2017 年 3 月 16 日，镜湖区法院发

函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遂以许业胜涉
嫌拒执罪进行立案侦查，于同年8月29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某出租屋内将
其抓获归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指控
被告人许业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后，许业胜慑于法律威严，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和解协议，分期偿还了 1200 万
元。芜湖景康建材有限公司对许业胜的
行为表示了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业胜
对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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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许业胜与
被害单位达成还款协议并部分履行，
且被害单位对被告人许业胜的行为表
示了谅解。法院综合被告人许业胜犯
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
素，遂作出上述判决。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坐拥别墅豪车却不履行债务
芜湖一被告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获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南通9月3日电 钱女士遭
遇交通事故死亡，其丈夫和儿子获赔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合计 58 万余元，钱父得知消息
后，要求和女婿、外孙三人平分赔
偿款但遭拒，遂将他们一起告上了
法庭。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这起共有纠纷案作出维持
一审的终审判决，丧葬费30861.5元
归陆氏父子所有，剩余的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550421.5
元，由三人平均分配，每人享有
183473.8元。

2016年10月29日13时许，黄某驾
驶汽车与骑电动自行车的钱女士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致使钱女士当场死亡。一
家人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事
后，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与钱女士
的家人陆氏父子达成赔偿协议，赔偿陆
氏父子死亡赔偿金520422元、丧葬费
3086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9999.5
元，三者合计581283元。

钱女士的父亲得知后，多次找陆
氏父子协商，要求能分一笔钱，但始
终无果，遂一气之下把陆氏父子一起
告上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
平分赔偿款。法庭上，陆某辩称，妻
子已经嫁给他 40 余年，早已与父母
分开居住，原告与两个儿子共同生
活，且每月有退休金近 3000 元，还

有医疗保险等。妻子生前不支付父亲
的生活费用，仅是照顾其洗澡，因此
妻子的死亡对原告没有任何影响，其
收入也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他作
为钱女士的配偶，因为妻子的离世家
庭收入大幅减少。因此，该笔死亡赔
偿金应该是对他的补偿而非对原告的
补偿。一审另查明，钱女士去世后，
其后事全部由陆氏父子具体操办。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死亡赔
偿金是对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
而导致的生活资源减少、丧失的补
偿，而不是对死者的补偿，不属于
死者遗产范围，其赔偿权利人为受
害人的近亲属。本案中，原告系钱
女士的父亲，陆某系钱女士的配
偶，连同陆某的儿子，三人均为钱
女士死亡的赔偿权利人。钱女士虽
不与父亲共同居住生活，但父母、
配偶、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本无亲
疏远近之分。由于钱女士的丧葬事
宜全部由陆氏父子操办，所花费用亦
超出理赔款中的丧葬费，故丧葬费
30861.5 元归陆氏父子所有，剩余的
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550421.5 元，应当由三人平均分配，
即每人享有183473.8元。

陆氏父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南通中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张达军 古 林）

为分死亡赔偿款，岳父状告女婿外孙
法院：死亡赔偿款不属遗产，应由三人均分

72岁老太被控集资诈骗5亿余元
西安中院连续3天开庭审理 另有25人一同受审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邵 炜）“盗圣”入户盗窃嫌钱少，竟还留
下纸条威胁索财！日前，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敲诈勒
索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没收犯罪工具和追缴
犯罪所得。

今年3月21日，家住萧山区新湾街
道的沈某刚回到家，却发现自家被盗
了。不仅电视机和监控设备被盗走，家
中藏酒和各房间钥匙也都不翼而飞。
桌子上还有一张纸条，署名为“盗圣”，

要求用1万元换取钥匙，并威胁若是报
警就要当心家人的安全。纸条上还放
置了水果刀。沈某十分害怕，立即打电
话将详情告知了丈夫陆某，陆某马上报
了警。

5月15日，“盗圣”李某被警方抓获。
据查，李某有过多次盗窃前科，且还

在缓刑考验期内。

被告人李某交代，自己因身无分文，
又欠下外债，故萌生盗窃的念头。今年
3月20日，路过被害人家别墅时觉得被
害人家中富裕，便决定晚上实施盗窃。
当晚，李某随身携带刀具，撬窗进入被害
人家中，窃得电视机、监控设备等物品价
值共计 5000 余元。由于李某没有发现
其他值钱物件，便收集各房间钥匙藏匿

于被害人院子里。书写了自称“盗圣”的
纸条索要1万元。

8月29日，萧山区法院刑事审判庭
启用远程视频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这
起盗窃罪、敲诈勒索罪案件。庭审中，被
告人李某对指控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及
具结书没有异议，表示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犯盗
窃罪、敲诈勒索罪，根据其认罪态度和犯
罪情节，判处撤销前案的缓刑宣告部分，
与本次盗窃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遂
作出上述判决。

入户盗窃还敲诈“盗圣”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王军忠 通讯
员 吕 毅）“谁动我的车我就跟谁
死拼！”近日，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
区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对被执行人张
某的车辆采取扣押措施时，遭到张某
的暴力威胁和阻挠。当日，普兰店区
法院依法对张某实施司法拘留 15 日
的处罚，并于8月13日将其涉嫌拒执
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5年12月11日，张某驾驶一
辆重型半挂车在普兰店区一路口与那
某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相撞，致那某
受伤和车辆损坏。经公安交警部门认
定，张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那
某负次要责任。诉讼后，一审法院判
决被告张某赔偿原告那某 88937.37
元。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7年8月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法定期限内，张某未能履行判
决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陈锋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将
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送到张某
家中，当着张某的面，其妻高某签
收了上述法律文书。此后陈锋又10

余次通过电话敦促张某履行赔偿义
务，但张某始终以种种理由拖延、拒
绝履行或对此置之不理。8月8日上
午，陈锋获知张某驾驶的大货车正在
瓦房店市谢屯镇某饲料厂内卸货的消
息后，立即带领干警赶到现场，告知
张某法院将依法对该车辆实施扣
押，张某先是情绪激动地边打电话
边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对陈锋进行辱
骂，疯狂叫嚣“谁动我的车我就跟
谁死拼”，并阻拦法院执行，致使现
场执行工作无法进行。在执行人员
拟将其带入警车时，身高1.9米、体
格健硕的张某猛然用双手将年逾 50
岁的陈锋推倒在地，造成陈锋右手
臂挫伤和手关节韧带拉伤，当时手
腕便迅速肿胀起来。面对暴力抗法
的张某，执行人员果断将其制服并
拘传到法院，并依法于当日作出对
其实施上述拘留处罚的决定。普兰
店区法院认为，被执行人张某以暴
力、威胁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的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遂于8月13日依法将其涉嫌犯罪
的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谁动我的车我就跟谁死拼”
大连一男子抗拒执行被移送公安立案侦查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丽介绍说，
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
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
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
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
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
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
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
他合法财产等七项。从上可以看出，
公民的遗产并不包含公民在交通事故
中死亡时事故责任者支付的“死亡赔
偿金”。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

身损害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
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受害人亲属
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等其他
合理费用。根据这一相关规定，公民
由于身体受到伤害而死亡所获得的赔
偿金，是义务人对受害人近亲属未来
收入损失的赔偿，是受害人死亡之后
才产生的，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
金的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可以分
割，不能继承。

卢丽指出，本案中，虽然钱父年
事已高，但其本人每月有退休金，且
有医疗保险等，陆氏父子亦不存在需
要多分的情形，故法院直接判由三人
平均分配。

■连线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