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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宣判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3659 万余元。
2009 年 上 半 年 至 2011 年 下 半 年 ，
在中共辽宁省委民主推荐副省级领导干
部人选期间，被告人李文科先后为获得
推荐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人选、辽
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给予多名
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民币 87 万元、
美元 11 万元、面值人民币 28 万元的购
物卡，共计折合人民币 186 万余元。
通化中院认为，被告人李文科的行
为构成受贿罪、行贿罪，应依法数罪并
罚。鉴于李文科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在办案机关查
处其受贿犯罪事实时，其主动交代了向
他人行贿的犯罪事实，行贿罪构成自
首；李文科认罪悔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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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宋晓东

图为宣判现场。

跨省非法倾倒千吨废物污染长江环境
12 名被告人与 13 个被告因此事站满法庭

娄 洁 摄

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凌 峰） 9 月 12 日，安徽省芜湖市
镜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单位
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黄冠群
等 12 名被告人污染环境案及检察机关
对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李长
红等 13 个被告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一案。这起跨省非法运输、倾倒
危险废物及有毒、有害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案，
案发长江安徽铜陵段江堤，
因涉及
长江流域环境保护，
社会影响重大。
镜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 年 7
月 27 日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期间，被告
单位宝勋精密螺丝 （浙江） 有限公司以
及被告人黄冠群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将
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危险废物酸洗污泥交
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李长红
等人处置。被告人李长红等人联系当地
接收方，在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苏
州市以及安徽省铜陵市非法倾倒危险废
物酸洗污泥 1071.61 吨，其中在铜陵市

一对一篮球赛竟引发互殴

受伤的原告因主动攻击被判承担主责
本报讯 体育运动本是休闲放松的
方式，可有时候参与者控制不住情绪发
生纠纷进而演变为打架斗殴，就会导致
两败俱伤。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当事人因篮球比赛引起打
架斗殴的民事赔偿纠纷，法院判决被告
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
养费等合计 1 万余元。
原告刘先生诉称，2017 年 11 月 22
日 21 时 30 分左右，其与常某在位于海
淀区的某篮球馆进行一对一对抗比
赛，在比赛过程中因双方言语不和发
生矛盾，在双方争执过程中，常某将
刘先生右腿胫骨踢伤，刘先生直接被
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诊。经
诊断，刘先生为右腿胫骨开放性骨
折，其当即住院并于 12 月 1 日实施右
腿胫骨开放性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手

术，并于 12 月 4 日住院，自行垫付了
大部分医疗费用。出院后，刘先生多
次向常某主张赔偿事宜，但遭到拒
绝，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常某辩称，刘先生所受的伤并
非由我方造成，是其自己的行为导致
的，我方不应赔偿。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调取了当时的
事发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2017
年 11 月 22 日 21 时 19 分 07 秒开始，刘
先生与常某在篮球馆进行一对一篮球对
抗 比 赛 。 21 时 22 分 53 秒 双 方 比 赛 结
束，常某获胜下场，案外人上场准备与
场内的刘先生开始新的一局一对一对抗
比赛。在刘先生与案外人的比赛开始
前，21 时 23 分 07 秒刘先生向场边的常
某走去，靠近常某后，刘先生用右手摁
住常某脸部，将常某推开，常某未还

手，刘先生紧接着用右手掌掴常某脸
部，常某还手，双方进而相互拍打在一
起。双方自行分开后，21 时 23 分 19 秒
刘先生又上前用右腿蹬踹常某左腿，双
方再次踢打在一起。双方再次分开后，
21 时 23 分 24 秒刘先生与常某同时抬腿
互踢，常某左腿与刘先生右腿在互踢过
程中相接触，刘先生右腿受伤坐地未
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侵 权 责 任 法》 第 六 条 第 一 款 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刘
先生与常某因篮球比赛引发争执，双
方均未能冷静处置，导致矛盾升级而
互殴，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根据监
控录像显示，刘先生与常某互踢过程
中， 常某左腿与刘先生右腿接触后 ，

拍卖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
海-A区13栋-7-1号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
法院将于2018年10月22日10时至2018年10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网址http://auc⁃
tion.jd.com/courProductList.html?vendorId=639840），现公告如下：
现状拍卖马平名下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海-A区13栋-71号房屋（建筑面积：
138.53平方米，
设计用途：
住宅）。
市场价值为人民
币142.84万元，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128.56万元。标的详情及
拍卖详情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
卖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海-A区13栋-7-1号房屋（第一次拍卖）
的公告。咨询电话：郝法官（电话：0411-82793575、王女士（041184313558），
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沙河口区星岛园21号1单元
27层2号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
月18日10时至2018年10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网址http://auction.jd.com/courProductList.
html?vendorId=639840），
现公告如下：
现状拍卖杨丽馨名下的位于大连市
沙河口区星岛园21号1单元27层2号房屋（建筑面积：
191.59平方米，
设计
用途：
住宅）。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92.13万元，
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
314万元。
标的详情及拍卖详情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
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沙河口区星岛园21号1单元27层2号房屋（第一
次拍卖）的公告。
咨询电话：
周法官（电话：
0411-82793533、
王女士（041184313558），
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甘井子区红凌路217
号1单元28层2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
院定于2018年10月26日10时至2018年10月27日10时在大连市
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
院 主 页 网 址 ：http://auction.jd.com/courProductList.html?ven⁃
dorId=639840），现状拍卖周忠波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凌路
217号1单元28层2号房产（建筑面积为：58.68平方米），本标的评估
价值为73.94万元，第一次拍卖起拍价59.2万元。标的详情及拍卖详
情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
甘井子区红凌路217号1单元28层2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咨询电话：周法官（电话：0411-82793533）、王女士（电话：041184313558）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山西鑫宇豪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宁诉被上诉人
李小勇及你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市东伶珑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五莲伶航者信息技术中心（有限
合伙）、
五莲学易慧智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梁伟忠：
本院受理上诉人
杭州海亮学前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海亮优教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李桂玲、
广州市东伶珑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旻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五莲伶航者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五莲学易慧智信息
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梁伟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相关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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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轩志伟：
本院受理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与轩志伟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
被告向原告支付下欠租金
102356元（自2017年1月1日起止2018年4月10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
息（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
材料、
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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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13时4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外事开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轩志伟：
本院受理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与轩志伟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
被告向原告支付下欠租金
102356元（自2017年1月1日起止2018年4月10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
息（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2、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
材料、
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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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13时4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外事开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福顺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李金强：
本院受理王建忠与李金强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原告提出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
56257.05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
营养费4500元、
护理费13500元、
残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摄

长 江 堤 坝 内 非 法 倾 倒 酸 洗 污 泥 62.88
吨。检察机关还指控被告人吴祖祥等人
伙同他人倾倒有毒、有害固体废物的事
实。检察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及各被告
人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及有毒、有害固体
废物，严重污染环境，且系共同犯罪，
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应当以污染环境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同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
对宝勋精密螺丝 （浙江） 有限公司、李
长红等 13 个被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要求被告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
恢复原状并赔偿应急处置费用的责任。
如果无法恢复原状，则连带赔偿生态环
境修复等费用 760 万余元，并要求所有
被告对污染环境行为在安徽省省级新闻
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庭审按照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
后陈述等环节有序进行。法院根据公诉
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的申请，依法通知
鉴定人出庭作证。法庭辩论阶段，各方
根据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围绕案件的
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罪量刑以及附
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责任承担等问题充分
发表意见。各被告人、被告单位诉讼代
表人分别作出最后陈述。庭审从上午一
直 持 续 到 晚 上 10 时 30 分 ， 因 案 情 复
杂，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

刘先生右腿受伤，由此可以认定刘先
生所受伤害与常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
接因果关系。因此，常某应对刘先生
所受伤害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侵 权 责 任 法》 第 二十 六条规定，
被 侵 权 人 对 损 害 的 发 生也有 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刘先
生右腿受伤是因双方互踢所致，就双方
发生冲突的起因而言，刘先生自身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刘先生动手摁推常
某脸部在先，其在常某未还手的情况
下，再次掌掴常某脸部，由此导致双方
矛盾升级为互殴，故刘先生对其损害后
果的发生亦存在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过
错。而且，从事发起因和经过来判断，
刘先生的过错程度明显高于常某，其应
对损害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故根据双
方的过错程度，法院认为常某应承担次
要责任，其对刘先生的损害后果应承担
30％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常某
赔偿刘先生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
营养费等合计 1 万余元。
（汤民华）

本报讯 9 月 12 日，广东省广州
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被告人阮传辉犯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等一案。被告人在庭审中认
罪认罚，法庭对其在法定刑幅度内予
以从宽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14 年开
始，被告人阮传辉参加以同案人彭树
声 （已判刑） 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在南沙区南沙街
一带，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采用
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通过“以赌养黑”“以毒
养黑”“以恶养黑”的方式，竭力维
持组织的发展，对当地造成了极为恶
劣的影响。
自 2014 年 6 月起，在彭树声的默
许和帮助下，阮传辉伙同其他组织成
员在南沙区南沙街兴发大街 141 号大
楼三楼开设赌场，以扑克牌“三公”
形式聚赌，每局牌抽取“水金”100
元至 300 元不等，每天平均抽头渔利
约 3 万元，获利金额达 170 万余元。

阮传辉作为赌场股东，负责赌场的日
常管理和放贷。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间，阮
传辉伙同其他组织成员在南沙区兴发
大街 141 号四楼和五楼房间内，多次
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同年，彭树声纠
集多人到南沙区横沥镇某批发部门口
持械殴打他人，阮传辉负责驾车。
据了解，阮传辉所参加的该黑社
会性质组织背后还有当地“保护伞”
庇护。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间，
该组织向南沙某派出所的 3 名警员共
贿送 10 万余元人民币，以保证其在
南沙区内开设的赌场不被公安机关查
处。目前该 3 名警员均被判刑，“保
护伞”被彻底打掉。
法院认为，阮传辉参加彭树声
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
法犯罪活动，实施开设赌场、容留
他人吸毒、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
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其
行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寻
衅滋事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判
处阮传辉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
并处罚金 1.7 万元。
（全小晴 夏江丽 许东俊）

自作聪明篡改烟气排放监测数据

天津三个“臭皮匠”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吴玉萍 通讯
员 张 薇） 日前，天津市武清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结一起以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方式污染环境案件。
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韩某作
为大良供热站站长期间默许并授意该
站员工被告人刘某、赵某对站内烟气
连续在线监测系统中二氧化硫、氮氧
化合物、烟尘等污染物后台参数进行
篡改，造成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烟
尘等污染物在线监控数据与实时上传
到国家环保部门的监控数据严重不
符。所传输的被篡改数据使计算机信
息系统不能客观反映烟气排放的真实
情况，致使环保部门不能有效监控该
企业烟气污染物是否超标排放。2017
年 2 月 17 日，经天津市环境监控中心
对该单位锅炉净化设施出口现场监
测，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小时均值）
为 377mg/m 3 ，严重超过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武清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韩某、
刘某、赵某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

质量监测系统多次实施篡改、干扰传
输数据的行为，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
真，使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客观反映
烟气排放的真实情况，超标排放污染
物，后果严重。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依法判处韩某有期徒刑一年
零二个月，刘某有期徒刑一年，赵某
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在一审判决宣告后，被告人韩
某、刘某、赵某不服，依法上诉至天
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 年 8 月
20 日，天津一中院依法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重点排污单
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
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湖南这位禁毒总队长出庭受审
本报永州 9 月 13 日电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刘姣丽） 湖南省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湖
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8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唐国栋利
用其担任郴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南省
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等职务上
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项目、
案件处理、职务提拔、工作调整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下
属等人非法收受单位、个人给予的财
物，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伙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王佳欢、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易鑫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佳欢、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
现本院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1.判令被告王佳欢支付租金211,162.34元、
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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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律师费3,000元；2.判令原告在上述款项范围内对王佳欢名下辽
拍卖款优先受偿；
3.被告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
疾赔偿金138933.1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14121.1元）、
鉴定费2450元、
精 AB0A86奥迪车的折价、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
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误工费21000元、
交通费2000元、
财产损失3500元。 理（大连）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
合计：254740.15元。要求被告在交强险之外按照70%承担赔偿责任： 书、
同时本院定于举证期
（254740.15-122000）*0.7+122000=214918.1元；
2、
诉讼费被告承担。
现 给你们确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在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庭审理本案。
于长斌、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易鑫融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于长斌、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2-18开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
现本院依法
冷建平：
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江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及被告邝志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违约
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1.判令被告于长斌支付租金158,351.26元、
证通知书、
授权委托书、
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 金、律师费3,000元；2.判令原告在上述款项范围内对于长斌名下辽
拍卖款优先受偿；
3.被告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B8F9X9 奔驰车的折价、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三号法庭 理（大连）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同时本院定于举证期
张国民：
本院受理原告鲁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给你们确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在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务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理本案。
魏世湖：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马成塑化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合同纠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
因被告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 纷一案，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界人民法庭 之规定，
期限截至2018年11月27日）。
原告要求判令：
一、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树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王建军、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易鑫融 脂款人民币108630元；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军、
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起，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8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
现本院依法 内，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1.判令被告王建军支付租金280,342.13元、
违约 行审理，
浙江省龙泉市屏南镇屏南街39号李叶根：
本院受理原告洪玉完与你
金、律师费3,000元；2.判令原告在上述款项范围内对王建军名下辽
因你外出无法联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AL869Q丰田车的折价、
拍卖款优先受偿；
3.被告孙秀琴、
鼎力卓越财富管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裁定书、
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
理（大连）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本院裁定如下：
本案转
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 书、
原告洪玉完要求你偿还借款14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
给你们确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同时本院定于举证期 为普通程序审理。

公 告

版

广州：宣判涉黑案 打掉“保护伞”

两罪并罚一审获刑十六年
本 报 通 化 9 月 13 日 电 （记 者
孙 航） 今天，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对被告人李文
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
罚金 300 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
罚金 300 万元；对李文科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对其用于行贿犯罪
的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李文科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13
年，被告人李文科利用担任辽宁省农
牧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厅长、营口市
人 民 政府市长、中共铁岭市委 书 记、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职务调
整提拔、企业经营、工程承揽和项目
建 设 等 事 项 上 提 供 帮 助 。 1997 年 至
2016 年，李文科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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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属收受回扣，共计折合人民币
669 万余元、港币 50 万元、美元 0.26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另，唐国栋家
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对
共计折合人民币 964 万余元的财产不
能说明来源或者说明来源后查证不属
实，数额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唐国栋的责
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唐国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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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栋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自本公告送达期限届满之日起
30日内。
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7日上午9时在平阳县人民法院水头法庭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由审判员陈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
辉、
叶彩珠三人组成合议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浙江]平阳县人民法院
三门县凯誉工贸有限公司、
罗士官：
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佳迪化工有限公
司与被告三门县凯誉工贸有限公司、
罗士官买卖合同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及证据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状期满后的15日内。
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泰顺县雅阳镇中村林国渐、
浙江省泰顺县雅阳镇福船村福船何
友芬、
浙江省泰顺县雅阳镇白巢村李声统：
本院受理原告周兆露与被告林
国渐、
何友芬、
李声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
询告知书、
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本院（2018）浙0326民初
5686号民事裁定书。
本案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8年12月17日上午10时
30分在本院水头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
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平阳县人民法院
吴红春：
本院在审理原告陈式程诉你、
潘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
料、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
现定于2018年12月11日9时在本院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由审
判员蔡志海、
人民陪审员张孚世、
邓伦火（替补：
褚金凤、
苏菊香）组成合
议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黄瑞锋: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萌力星球网络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淘宝网
络有限公司、
黄瑞锋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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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9时于本院二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