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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30日（总第7510期）

本院根据华亭矿务局平凉物资经销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7日裁
定受理了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甘肃胜友律师事务所为
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的破产清算管理人。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2月17日前，向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的破产清算管理人（通信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兴北路中国人寿保险大厦南裙楼五楼甘肃胜友律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744000；联系电话：0933-8225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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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崇信县碑子坪煤矿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拟定于2018年12月27日9时在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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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及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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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与被代理人的关系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及律师执业证。 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平凉宝鼎典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7日裁定受
理了甘肃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甘肃胜友律师事
务所为甘肃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甘肃聚源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2月17日前，向甘肃聚源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通信地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兴北路中国
人寿保险大厦南裙楼五楼甘肃胜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744000；联系
电话：0933-8225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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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甘肃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拟定于
2018年12月28日9时在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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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
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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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与被代理人的关系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及律师执业证。 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福建瑞鑫隆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 月14日裁定受
理唐山贝氏体钢铁（集团）福丰钢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
14日指定唐山新生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大
街150号青年城公寓1323房间；电话：0315-5149355)。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第105日（遇节假日顺延）在唐山
市丰南区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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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正友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7日裁定受理常熟市隆翔木业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苏州小苹果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熟市隆翔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2月28日前，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腾飞新苏坊B幢301室；邮政编码：
215500；联系人：母尚；联系电话：18962595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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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
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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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彭辉的申请，于2018年9月5日裁定受理江西泽新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的江西泽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工作组为江西泽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江
西泽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江西泽新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赣西大道819号江西姚建
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38000，联系人：何茜，联系电话：18079006233）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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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泽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泽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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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自然人的，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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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1日，本院根据乐山金石焦化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四川
金广实业（集团）沙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18年8月
21日，四川金广实业（集团）沙湾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20144629.07
元，负债总额为96808929.41元，所有者权益为-76664300.34元，资产负债率
为48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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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
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裁定宣告四川金广实业（集团）沙湾铁
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24日，衢州中实金属有限公司管理人以衢州中实金属有
限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若后续通过强制程序获得执行款，可由管理人
依法进行追加分配为由，申请本院宣告衢州中实金属有限公司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本院认为，衢州中实金属有限公司的相关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
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裁定宣告终结
衢州中实金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2018年9月21日，龙游县财信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浙江杜山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杜山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浙江省龙游县人民
法院提出对“杜山集团”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
月10日作出做出（2018）浙0825破申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龙游县财信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杜山集团”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10月10日
作出做出（2018）浙0825破18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浙江无剑律
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浙江杜山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下称“杜山集团管理人”）。杜山集团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1月1日前，向杜山集团
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龙游县巨龙路645480号（龙游县交易城南大
门对面大楼西侧）；联系电话：13567003010（江律师）、13567003659（廖律师）。
债权人可自行在邮箱：3407139507@qq.com，密码：ds123456下载债权申报
材料。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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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山集团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杜山集团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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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周春红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浙0822破申
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省常山县金旭工艺礼盒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省常山县金旭工艺礼盒厂管理人。浙江
省常山县金旭工艺礼盒厂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2月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新安路31号三楼，邮政编码：324000，
联系人：江雯，联系方式：0570-3028007、15068945636），说明债权数额和
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按照破产法规定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浙江省常山县金旭工艺礼盒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在
2018年12月3日前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
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
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嘉兴亿联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亿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查明，亿联公司目前已歇业，涉及巨额债
务未清偿。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总额约为8197万元，剩余资产价值约为
6400万元。显然，亿联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亦
无重整或和解可能。本院认为，亿联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宣告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10月12日裁定宣告亿联公司破产。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龙申请宣告吴秀元失踪一案[案号：(2018)琼9023民特
22 号]，经查：吴秀元,女,1977 年 4 月 5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460027197704056684,于2010年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秀元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海南]澄迈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林美申请宣告杨大进死亡一案。
申请人邱林美称,下落不明人杨大进因患有精神疾病,于2012年3月10日在广东省
普宁市流沙南街道里宅社区走失后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经家人多方寻找仍然下落
不明,下落不明已达6年7个月。下落不明人杨大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杨大进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大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杨大进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静波、王喜才、骆金花申
请宣告王鹏死亡一案。申请人张静波、王喜才、骆金花称，王鹏于2011年
3月28日上午上班后即再未回家，期间无王鹏的任何消息，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王鹏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王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王鹏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润申请宣告段宝玲失踪一案，经查：段宝玲，女，1982年
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黑龙江省铁力市铁力镇东兴村，身份证号：
232332198203013927。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段宝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卢淑华申请宣告曹宗华死亡一案。
申请人卢淑华称，曹宗华，男，汉族，1938年1月12日出生，户籍地（原住地）天津市
南开区密云路昔阳里5-1-303号，2008年10月27日离家出走，经寻找查无
音讯，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曹宗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曹宗华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曹宗华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曹宗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康洪兴申请宣告康国水公民死亡一案，经查,康国水，男，
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安2组康佳埭
45号，于2003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康国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潘云鹏：本院受理申请人潘汉晨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 0191民特 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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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赌场放高利贷 暴力手段非法敛财

安徽六安一起16人涉黑案终审
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

名誉权纠纷案
——中国死者名誉权保护“第一案”

基本案情

吉文贞，1925 年 6 月出生在上
海一个曲艺之家，自幼随父学艺演
唱，从 1940 年起在天津登台演出，
曾红极一时，1944年病故。

1985年起，魏锡林拟以吉文贞
为原型人物创作小说。创作中，魏
锡林曾几次寻访了陈秀琴（吉文贞
之母）、吉文利（吉文贞之弟），了解
吉文贞生平及其从艺情况，并索要
了其生前照片。1987年初，这部由
魏锡林自行创作，总计约11万字的
小说《荷花女》完稿，并被投稿于《今
晚报》。《今晚报》副刊自1987年4月
18 日至同年 6 月 12 日对小说配插
图进行连载，每日一篇，共计 56
篇。小说在内容中使用了吉文贞的
真实姓名和艺名，内容除部分写实
外，还虚构了部分有关生活作风、道
德品质的情节。在小说连载过程
中，陈秀琴及其亲属以小说损害了
吉文贞的名誉为由，先后两次找到
报社要求停载。《今晚报》社以报纸
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为由拒绝，并在
同年8月召开的小说笔会上授予该
小说荣誉奖。

1987 年 6 月，陈秀琴向天津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魏锡林未经
其同意在创作发表的小说《荷花女》
中故意歪曲并捏造事实，侵害了已
故艺人吉文贞和自己的名誉权，《今
晚报》未尽审查义务致使损害扩大
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恢
复名誉，赔偿损失。

魏锡林认为，小说《荷花女》虽
然虚构了部分情节，但并没有降低

“荷花女”本人形象，反而使其形象
得到了提高；另“荷花女”本人已死，
陈秀琴不是正当原告，无权起诉，并
提起反诉。《今晚报》社认为，报社按
照“文责自负”的原则，不负有核实
文学作品内容是否真实的义务。

天津中院在近两年的审理期
间，走访了天津曲艺团、中国作家协
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等地，查证了当
年邻居、作家、曲艺演员、观众等17
个证人，参照文化部颁发的《图书、
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十一条

“关于作者死亡后，其署名等权利受
到侵犯时，由作者的合法继承人保
护其不受侵犯”的规定精神，认定公
民死亡后，虽然丧失了权利能力，但
其生前享有的名誉权利仍受法律保
护。损害死者名誉的同时，也会使
其在世亲属的名誉受到损害。因此
公民死亡后，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时，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亲属有权提起诉
讼，故“荷花女”之母陈秀琴有权提起
诉讼。魏锡林所著《荷花女》体裁虽为
小说，但作者使用了吉文贞和陈秀琴
的真实姓名，其中虚构了有损吉文贞
和陈秀琴名誉的一些情节，其行为侵
害了吉文贞和陈秀琴的名誉权，应承
担民事责任；《今晚报》社对使用真实
姓名的小说《荷花女》未作认真审查即
予登载，致使损害吉文贞和陈秀琴名
誉的不良影响扩散，也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判决结果

天津中院判令，魏锡林和《今晚
报》社分别在《今晚报》上连续三天刊
登道歉声明，为吉文贞、陈秀琴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并各赔偿陈秀琴 400
元。同时魏锡林停止侵害，其所著小
说《荷花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印、
出版发行。

《今晚报》社、魏锡林不服，向天津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高院
在认定天津中院判决合法的基础上，
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编后语

公民死亡后，名誉权是否仍受到
保护？应当如何保护？在当时的学术
界并未有定论，法律条文亦没有明确
规定。

“荷花女”案成为了我国首例在司
法实践中确认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案件，
开启了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先河。案
件审理期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向
最高人民法院发函请示意见。1989年
4月12日最高法院通过复函的形式答
复，死者名誉权应受到保护，其母有权
提起诉讼。最高法院的复函更成为审
理此类案件的重要参照。

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法学界和
法学部门的广泛讨论，使保护死者名
誉权的观念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了我
国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
究进程。

2001年2月26日通过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
项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

“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
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
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侵权行
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予以受理。

(整理撰稿：吴玉萍)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日前，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李
智等 16 人涉黑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
李智等13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今年 6 月，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
院依法以犯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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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抢劫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
李智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其他
成员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
赌场罪等 10 项罪名，分别被判处十六
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李

智等 13 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六安中院
提出上诉。

六安中院经审理查明，李智自
2011 年刑满释放后，为聚敛钱财，纠
集多人在六安市区的赌场放高利贷，
逐步树立强势地位，至 2014 年底 2015
年初，李智先后网罗了汪硕、张德海
等人，逐步形成了以李智为首的较为
稳定的组织，在六安市区及周边一带
的赌场继续从事放高利贷活动，至
2016 年 5 月，还大肆从事开设赌场活
动。该组织人数较多，组织者、领导
者明确，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李智为
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汪硕、张

德海等 6人为骨干成员，赵亚南等 9人
为一般成员。该组织内部层级结构清
晰、稳定，分工明确，管理严格，奖
惩分明；通过开设赌场从中抽头渔利，
在赌场中放高利贷，以暴力、威胁等方
式向借高利贷者及其家人索要债务，在
他人开设的赌场中以暴力、威胁等方式
要回所输赌资等违法犯罪手段非法聚敛
钱财，以向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为
组织成员的犯罪活动出资善后等形式支
持该组织的活动；通过实施开设赌场、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
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逞强斗狠，欺压、残

害群众，对受害群众形成一定心理强
制，使受害群众不敢通过正当途径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严重影响其他
群众的安全感；通过多次有组织地实
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六安市区
及周边一带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
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经审理认为，以上诉人李智为
首的该犯罪组织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四个特征，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
组织。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
判程序合法。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裁定。

图为当年《今晚报》刊登有关《荷花女》的文章及告示。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赵栋梁
通讯员 唐 磊）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
院近日审结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寻衅滋
事案件，法院依法以非法拘禁罪、寻衅
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高攀有期徒

刑四年零八个月；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零六个月不等
的刑罚，并判令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7 月以
来，被告人高攀等人成立汤阴县易都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并与北京同城翼
龙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组
建翼龙贷汤阴运营中心，收购逾期债
权，并利用贷出方空白的书面协议进行
催收。为向逾期客户索要债务，高攀等

人招募被告人李继忠、郑福荣等十余人
组成催收部，采用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
由、言语恐吓、暴力威胁、侮辱虐待、
谩骂殴打等行为，有组织地对逾期客户
实施暴力讨债行为，形成较为固定的恶
势力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暴力讨债
过程中实施多起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
违法犯罪活动，并收取各类服务费、催
收费、逾期费、家访费等名目繁多的高
额费用。该犯罪集团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实施多起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河南汤阴一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被判刑

本报宁波10月29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卢文静）今天下
午，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
罪案件，被告人兰某被判有期徒刑
六个月。

2016年6月，邵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被告魏某和兰某归还借款15万
元，并支付利息1.08万元，邵某还向
法院申请查封了魏某和兰某名下的
房地产及存放在某锻件厂内的所有
机器设备。2016年9月，法院判决支
持了邵某的诉讼请求。因被告未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邵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经法院查实确认，被执行人
魏某、兰某将电炉等机械设备以人民
币5万元的价格转让，法院查封的房
屋以7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
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付其他借款。

因被执行人上述行为已构成涉
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罪，法院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立案
侦查。2018年7月24日，兰某被抓
获。2018年9月27日，余姚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对兰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兰某
明知是法院查封的财产仍伙同他人
变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被告人归案后
如实供述罪行，庭审中又自愿认罪，
且有悔罪表现。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陈 磊） 近日，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三门峡市原市委书记杨树
平受贿案，对被告人杨树平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

万元；扣押、退缴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没
收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杨树平利用其担任焦作市市
委副书记、三门峡市市长、三门峡市市

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在矿产开发、土地拆
迁、企业发展、工程承揽、职级调整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或伙同
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人民币 823.15645 万元、美元 1 万
元、澳元4.5万元、购物卡券18万元。

许昌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树
平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
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对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原董事长高建军受贿案一审公开宣
判，认定高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没收违法所得1322.5836万
元，并处罚金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 年至 2017
年，高建军在担任大屯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上海大屯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中国中煤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新德宝煤
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宝堤等 22 人
在工程投标、承接工程、职务提拔、调
动等方面谋取利益，为此，先后多次非

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78.206万元。

重庆五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
建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478.206万元，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
处。综合考虑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受
贿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
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具有坦白
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退缴等情节，遂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高建军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上诉。

（陈 铜 郭 敏）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转卖法院查封财产

余姚一“老赖”获刑六个月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受贿800多万

三门峡原市委书记一审被判十二年

大屯煤电原董事长高建军受贿被判刑
受贿1478余万元 获刑十二年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周子熙） 10月26日，湖南省株洲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湖南省环境
保护厅原副厅长谢立受贿案。株洲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
立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 年
至 2018 年，被告人谢立在先后担任湖
南省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总队队长，
助理巡视员，党组成员、副局长，湖
南省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承揽工

程、拨付资金、通过环评、推广项目
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 17 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06.75
万元，其中人民币 256.88 万元，英镑
3.5万元，美元2.55万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谢立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谢立
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
界群众旁听了案件庭审。

本案将择期宣判。

湖南环保厅原副厅长谢立因受贿被审
检察机关指控其受贿30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