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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5日（总第7463期）

2018年7月23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安庆新昌小额贷款股份有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望江县雷丰农产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8月16日指定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为望江县雷丰农产
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安庆市龙山路156号3
楼，邮政编码：246003，联系人：杨季冬、黄飞跃，联系电话：
13905560385、13905560639）。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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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
县雷丰农产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望
江县雷丰农产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8年10月19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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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7月23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安庆新昌小额贷款股份有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
月16日指定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为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安徽省安庆市龙山路156号3楼，邮政编码：246003，联系人：杨
季冬、黄飞跃，联系电话：13905560385、13905560639）。债权人应于2018
年10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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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8年10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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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2018）粤20破38号，并指定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通
知如下：一、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立即停止清偿债务并于
2018年8月31日前将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和文件等资料向管理人移
送；办理移交手续时，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或实
际控制人应到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管理人有关财产和
业务的询问；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于2018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如未按通知履行前
述义务，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管理人联系方式：中山同力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地址：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78号202房；联系方式：麦
要芳0760-88927981]二、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8年10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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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广
东省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6号）第一审判庭召开广东麦科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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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受理中山市振东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2018）粤20破41号，并指定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中
山市振东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一、中
山市振东鞋业有限公司应立即停止清偿债务并于2018年8月31日前将
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和文件等资料向管理人移送；办理移交手续时，中
山市振东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或实际控制人应到中山同力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管理人有关财产和业务的询问；中山市振东鞋业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如未按通知履行前述义务，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管
理人联系方式：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中山市石岐区中
山二路78号202房；联系方式：麦要芳0760-88927981]二、中山市振东

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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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定于2018年10
月24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中道16号）第一审
判庭召开中山市振东鞋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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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通用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
日裁定受理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1日
指定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2日前，向河南商
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郑州市纬五路38号丽枫酒店919室；
联系人：李淑丽；邮政编码：450000；联系电话：0371-67122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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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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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申请人卢氏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同意，卢氏县人民法院于2018
年7月2日作出（2018）豫1224执370号决定书，以申请人卢氏县鑫隆矿
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决定将申请执行人河南鑫地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执行人卢氏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合同一案移送本
院进行破产审查。本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豫12破申28号
民事裁定，依法受理卢氏县鑫隆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卢氏县
鑫隆矿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办公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人：张昱煜，电话：0398-
2967351）申报债权。申报时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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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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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鑫隆
矿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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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0日9时在三
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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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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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申请人陈江涛以被申请人三门峡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其资产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三门
峡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本院执行局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 将上述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9 日作出
（2018）豫12破申30号民事裁定，依法受理三门峡神州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河南共同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
管理人。三门峡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三门峡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办公地
址：三门峡市六峰路西下环河南共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史广
平，电话：13569615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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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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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神州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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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
年10月10日15时在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七号审判庭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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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 6月 29日，本院根据湖北蓝翔置业发展麻城有限公
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湖北蓝翔置业发展麻城有限公司管
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湖北蓝翔置业发展麻城有限公
司重整程序。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南京中航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
23日裁定受理奥龙汽车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当日指定湖北神
农律师事务所担任奥龙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奥龙汽车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11月 5日前，向奥龙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沿河大道102号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
邮编地址：441300，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胡律师15377288048、杨律
师 18672203030、尹律师 13774095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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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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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龙汽车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奥龙
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8年11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楼多功能厅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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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
授权委托书。 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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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阳 9月 4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刘善桥受贿案，对被告人刘善桥以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200万元；对刘善桥受贿所得财物及
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刘善桥
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 年上半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刘善桥利用担
任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中
共黄冈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协副主
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

或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9 年
至 2017 年 4 月，刘善桥直接或通过
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790
万余元。

南阳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
善桥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
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刘善桥受贿犯
罪中有200万元系受贿未遂，且其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善桥受贿数额巨大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追缴受贿所得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清 溪）日前，浙江省永嘉县某街
道办公务员杨某因不履行生效裁判确
定的义务且不如实报告财产而被永嘉
县人民法院处以司法拘留十五日。

杨某系永嘉县某街道在职公务
员，与某村主任陈某是朋友关系。
2015年6月，因做生意经营缺乏资金，
陈某向叶某提出借款 20 万元用于周
转资金，为保险起见，叶某提出需要有
一定信用的担保人。于是，陈某请求

杨某出面为其提供担保。碍于情面，杨
某同意并在 20 万元的借款合同担保人
一栏签字。借款到期后，因经营不善而
亏空的陈某丧失还款能力。2017 年 9
月，叶某将借款人陈某、担保人杨某双双
诉至法院。经审理，法院判决被告陈某
支付借款20万元及利息，被告杨某承担
连带责任。此外，杨某还担保陈某向另
一债权人借款18万元。

2018 年 1 月，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执行期间，被执行人陈某欠债外出，杳

无音信，经穷尽执行措施，未发现其名
下有可供执行财产。法院遂要求另一被
执行人杨某履行执行义务，责令其向法
院申报财产、收入情况。在向其送达限
期履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并经多
次上门、电话催告后，杨某仍置若罔
闻。

在查明被执行人杨某系公职人员身
份后，执行干警冻结了其工资账户。收
到财产申报通知书后，杨某仅申报固定
工资收入，表示再无其余资金，并以借款

不是其所用为由拒绝履行。近日，法
院发现杨某银行账户上有近 20 万元
进账记录，第一时间将其传唤至院。
在谈话过程中，杨某一再闪烁其词，称
这笔钱是别人打错了账户，不是其所
有，应该退还他人。怠于履行的杨某
甚至还理直气壮地“劝导”执行干警要
及时解封被冻结账户，以免错误执
行。细心的执行干警发现杨某言辞前
后矛盾，认定其为虚假陈述。多次讯
问后，其终于承认该笔钱款系自身周
转贷款汇入。

对被执行人杨某申报不实的行
为，法院作出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并
将进账 20 万元资金予以划扣，转入
申请人账户。

不良商家在牛肉汤里添加罂粟壳获刑
法院认定其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本报六安9月4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朱传忠）今天，安徽省六
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涉恶势力犯罪团伙案，吕秀东等16名被
告人被控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

罪3项罪名受审。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初至2016年

8 月，被告人吕秀东单独或伙同他人以
营利为目的，多次在该市金安区三十铺
镇多家宾馆聚众赌博。期间，因赌场放
贷利益发生矛盾，被告人吕秀东邀约16
人携带砍刀、棍棒等在一元大道附近聚
众斗殴，砍伤三人，致两辆轿车受损。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被告人吕秀

东多次伙同他人在网吧、医院、酒店等公
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起哄闹事。在去
某医院就医期间，只因医生韩某让其办
理入院手续，而其没有提交有效身份证，
便与医生发生口角，追撵、辱骂、殴打医
务人员，致被害人韩某受伤。在网吧，只
因未及时接听其电话，便用烟灰缸砸伤
被害人沈某头部。为讨赌债，吕秀东多
次纠集同伙上门恐吓、威胁被害人陶某

父母，索要4.5万元赌债，情节恶劣。
公诉机关认为，吕秀东、沈华威等被

告人，为逞强斗狠，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纠集16人持
械聚众斗殴，严重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且吕秀东、沈华
威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多次聚众赌博，数
额较大。对吕秀东等 16 名被告人应以
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分别定
罪处罚。

庭审中，公诉机关就起诉书指控的
事实向法庭出示了相关证据。控辩双方
围绕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
证，并对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
用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由于案情复
杂，法庭将择期宣判。

六安金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恶案
16名被告人涉三罪出庭受审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永嘉一公职“老赖”因财产报告不实被拘留

本报淮南9月4日电 今天，安
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宣判一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白酒
案，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吴某等
11 名被告人十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处82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
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12月
起，被告人吴某从他人处购买假冒口
子窖系列白酒并通过物流公司销售给
黄某（另案处理）。

自2016年9月起，由吴某出资，并
联系其连襟姜某、妻弟姜某某等人负
责灌装生产假冒伪劣的口子窖系列白
酒，租用梁某、梁某某等人位于毛集的
房屋作为生产、仓储场所，并通过崔某
名下的物流公司及其他方式销售给孙
某及黄某等人。

另查明，被告人孙某于2016年从
吴某、史某等处购买假冒伪劣白酒，并

加价销售。朱某向姜某、姜某某、史
某、孙某购买假冒的口子窖系列白酒
并销售。吴某还雇佣张某运输假冒伪
劣白酒在合肥市销售。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姜
某某、姜某等人用低等级、低档次的白
酒灌装生产冒充高等级、高档次的白
酒，以次充好，并予以销售，其行为均
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法
惩处。吴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
售金额为162.7万余元，姜某、姜某某
销售金额均为80.5万余元，三人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
人朱某、史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白酒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分别为
7.98 万余元、5.84 万元，均属数额较
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

综合案件性质和情节、各被告人的
作用和地位，法院依法对吴某等11名被
告人作出上述判决。 （李 斌）

售卖价值160万余元假白酒

淮南11名被告人被判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无论干警怎么好说歹

说，被执行人李某就是不还钱，河南
省武陟县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对李某司
法拘留十五日，李某在拘留期间后悔
不已，拘留期满的当天便联系家人送
来了2.72万元执行款。

申请人王某和被执行人李某追偿权
纠纷一案，2015 年 4 月 14 日，李某的
丈夫向牛某借款2万元，王某作为借款
的保证人，后李某的丈夫死亡，牛某就
此借款向武陟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依法
判决李某偿还牛某借款2万元及利息，

王某负连带清偿责任。判决下达后，李
某未履行偿还义务，王某代李某偿还了
牛某的借款及利息2.72万元。后王某多
次向李某追讨借款，但李某始终置之不
理，王某起诉至武陟法院，该院审理后
依法判决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王某2.72万元。判决生效后，李某未
自觉履行判决义务，王某向武陟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多次责令李某限期履行判
决义务，但她不仅不还钱，而且每
当执行干警到其家中找她，她都态
度非常蛮横，无论干警怎么好说歹
说，她就是不还钱，该院决定依法
对被执行人李某采取司法拘留十五
日的强制措施。

（王莉莉）

河南武陟一“老赖”拘留所里幡然悔悟

本报讯 为调好牛肉汤的味道，使
生意变好，牛肉馆店主在牛肉汤中添
加了罂粟壳。顾客吃了牛肉米线后尿
检呈阳性，最终东窗事发。近日，四
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6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8 月 17

日7时许，米易县撒莲镇村民雷某、刘
某在被告人陈某经营的米易县垭口镇
某牛肉馆内食用牛肉米线后，到攀枝
花市东区临江路派出所办事。当日 12
时30分至35分，民警用吗啡检测试剂
盒检测二人的尿液，结果均呈阳性。
13 时许，米易县公安局垭口派出所接
到报案后，协助米易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对米易县垭口镇某牛肉馆进

行检查时，在牛肉汤锅内发现了罂粟
壳。检查人员提取了样本，扣押了待用
的罂粟壳450克。经聘请国家轻工业食
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检验，检验结果
为吗啡含量 106ug/kg。庭审中，被告
人陈某陈述，其经营的牛肉馆生意一直
不好。为了使牛肉汤的味道更加鲜美，
从而吸引顾客，其在牛肉汤锅中添加了
罂粟壳。此后，陈某经营的牛肉馆的生

意逐渐有了起色。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在生

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罂粟壳，其行为已构成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
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
决。

（王锡怀）

本报讯 生猪装运途中死亡 95
头，谁该为此负责？近日，江西省新干
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公路货物运输合
同纠纷案，一审判决原告养猪户肖某责
任自担，货车司机无需担责。

肖某为养猪专业户，黄某为货运司
机。2018年2月1日，肖某从赣州购买
了小猪并雇请黄某运输，双方没有签订
书面货物运输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相
关事宜。次日，肖某、黄某装运509头
小猪从赣州市全南县出发回新干县。肖
某之前装运小猪均会在车厢仓栅上覆盖
一层篷布，且当日雨雪交加，肖某便在
货车上面加盖了一层篷布，肖某和其妹

夫胡某随车返回。货车上高速时，发现
车上有些小猪死去，肖某、黄某并未进
行清点，只是将篷布掀开，但途中又再
次进行了覆盖。将小猪运至新干县后，
肖某发现车上的小猪死去了 95 头，未
对小猪死因进行检验，就将死猪进行了
无害化处理。事后，肖某找黄某进行协
商，认为黄某作为专业装运生猪的司

机，明知加盖篷布会造成车厢内部封
闭，空气不流通，致使小猪死亡 95
头，黄某应承担相应责任。双方协商未
果，肖某起诉至法院，要求黄某赔偿生
猪损失7.3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肖某是专业的养猪
户，具有仔猪装运中注意事项的常识性
经验，且肖某和其妹夫一直跟车押运，

而对实际运输中是否加盖篷布，司机也
要听从货主的指示和安排。因此，小猪
运输途中的养护义务应由肖某承担。黄
某在运输过程中所承担的义务是安全驾
驶、保障车辆安全运行至目的地，肖某
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黄某存在违约
行为。此外，肖某没有将死猪送至有关
检验机构进行鉴定，致使小猪死亡原因
不能确定，即肖某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证明小猪死亡与黄某的运输行为存在因
果关系。所以，黄某对 95 头生猪死亡
的结果，既无过错，也无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习文昭）

95头生猪运输途中死亡

养猪户跟车押运自担其责

抢劫杀人又侮辱尸体

柳州一男子被执行死刑
本报柳州9月4日电 今天，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
令，依法对犯抢劫罪、侮辱尸体罪的
罪犯张喜占执行死刑。

2017 年 4 月 27 日，柳州中院对
深受社会关注的鱼峰区马鞍山失联女
子被害案件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7日13
时 30 分许，被告人张喜占从柳州市
鱼峰区马鞍山公园的罗汉寺上马鞍
山，经过山顶观景平台沿着后山的山
路走到半山处的一段石板路时，遇见
独自爬山至此的被害人莫某（女，殁
年22岁），即产生抢劫之念。张喜占
趁莫某不备，从身后抱住莫某的身
体，捂住莫某嘴巴。因莫某反抗，张
喜占采用手捂口鼻及扼颈的方式致莫
某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张喜占将
莫某的尸体拖至平台外侧崖壁下方的
一处平台，对尸体实施侮辱。事后，
张喜占抢走莫某背包内的现金130元
等物品，用枯枝树叶等掩盖尸体后逃
离现场。

2017年6月20日，柳州中院一审
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喜占犯抢劫罪，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犯侮辱尸体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一审宣判后，张喜占提出上
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12月6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了上述
事实，认为被告人张喜占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被害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在抢劫中
致被害人死亡后，对尸体实施侮辱，
其行为又构成侮辱尸体罪，依法应当
数罪并罚。张喜占抢劫致被害人当场
死亡，并对被害人尸体实施侮辱，犯
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极
大，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
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
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
法核准广西高院维持一审判处被告人
张喜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
事裁定。

（孙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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