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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1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糯康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糯康、桑康·乍
萨、依莱等策划劫持中国船只、杀害
中国船员，并在船上放置毒品栽赃陷
害船员。2011年10月5日晨，糯康集
团成员在湄公河持枪劫持中国船只

“玉兴8号”“华平号”，捆绑控制十三
名船员，并将事先准备的八万余克甲
基苯丙胺（即冰毒）放置在船上，又押
运两船继续前行停靠。糯康集团成员
扎西卡、扎波、扎拖波参与武装劫船，
扎西卡等人向船员开枪后驾乘快艇逃
离。按照事先约定，在岸边等候的泰
国不法军人向两艘中国船只开枪射
击，并将中国船员尸体抛入湄公河。

案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老挝、
缅甸和泰国三国派出警务工作组展开
跨国调查，2011 年 12 月，案情基本
查清。

此前，2011年4月2日，糯康集
团成员桑康·乍萨、扎西卡、扎波等
人受糯康指使，在湄公河挡石栏滩头
将中国货船“渝西3号”船长冉某及
老挝金木棉公司的客船“金木棉 3
号”船长罗某劫持为人质。2011年4
月3日，又在“孟巴里奥”附近水域
将中国货船“正鑫 1 号”“中油 1
号”、“渝西3号”劫持，将十五名中
国船员扣押为人质。罗某、冉某在被
关押期间，遭到捆绑、殴打，被迫与
老挝金木棉公司和“正鑫1号”出资
人于某联系交钱赎人。4月6日，依
莱收到赎金 2500 万泰铢后，罗某、
冉某等人获释。

2012年4月，糯康及多名团伙成
员被老挝警方擒获，并于同年5月移
交给我国。

2012年9月20日，糯康等6名被
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架、劫
持船只一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在庭审当中，根据我国与泰国、
老挝有关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昆明
中院依法传唤了泰国、老挝十三名证
人出庭作证，证实了糯康犯罪集团的
相关犯罪事实。

判决结果
2012 年 11 月 6 日，昆明中院依

法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即糯康
等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

架、劫持船只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判处被告人糯康、桑康·乍
萨、依莱、扎西卡死刑，判处被告
人扎波死缓，判处被告人扎拖波有
期徒刑八年。同时，判决六被告人
连带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
计人民币六百万元。

一审判决后，糯康等六名被告
人提出上诉。

2012年12月26日，云南高院对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进行二审宣
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对糯
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的
死刑判决，维持并核准对扎波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维持对
扎拖波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

2013 年 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
院依法核准了死刑。

糯康等六名罪犯于2013年3月1
日在云南昆明被依法执行死刑。

编后语
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的审

判，是中、老、泰等国国际司法合
作的成功范例，表明中国与周边国
家力求探索和构建一种基于平等互
利的国际司法合作新机制。

在众多法律适用问题一无理论
研究成果可供利用、二无相关判例
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云南省、市两
级法院对此案在审理程序和实体内
容处理上的一系列探索、研究以及
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今后我国
法院审理外国人在外国针对我国或
我国公民实施的犯罪案件起到可贵
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此案堪称我国
涉外审判的一个司法范本。

该案的审判在国内和国际上所
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是在向世
人宣告我国政府保护国民合法权益
的决心与能力，表明了我国政府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一贯立场，提振了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鼓励中国
企业和公民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和友
好往来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该
案的审判，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捍卫
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坚强决心和综合
国力，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致
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表明了中国法治在不断走向文
明和进步，从而树立起我国责任政
府、法治国家的良好形象。

（整理撰稿：茶 莹 鲁思言）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

图为湄公河案件庭审场景。 张浩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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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闽 02破 15号，本院受理的厦门市宏强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申请厦门豫信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依法指定的
管理人组织破产清算，厦门豫信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闽02
破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宣告厦门豫信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二、终结厦门豫信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债权人可以另行起诉
要求有责任的公司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
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2月 5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利商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2016年 6月 20日，本院裁定批准《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程序。2018年 11月 20日，本院裁定确认深圳市鹏桑普太阳
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刘夏丁的申请于2018年8月19日依法受理
了申请债务人广州曼乙臣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并同时指
定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为广州曼乙臣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有关广州曼乙臣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向管理人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联系地址：广州市天
河区花城大道68号环球都会广场57楼01、02单元，联系人：曾利
霞，联系电话：13922331441）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说明
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不按规定申
报债权的，不能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
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债务人的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
讼或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
裁继续进行。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有关债务人
的债务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有关债务人的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交付财产。有关债务人的债权人不得接受债务人的履行。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月22日上午8时40分召开，会议
地点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二法庭。依法申请债权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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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日，本院根据香港皇帝珠宝集团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广州美东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广州
美东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破产人无财产
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广
州美东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上述法
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裁定宣告广州美东百
货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广州美东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经广州市花都区芙蓉电镀厂管理人清产核资，广州市花都
区芙蓉电镀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
月9日裁定宣告广州市花都区芙蓉电镀厂破产并终结广州市花都
区芙蓉电镀厂破产程序。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
理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广州联
合德赛企业清算顾问有限公司为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年1月3日前，
向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
路 970号 4楼；负责人：黄燕娴；电话：020-81197207；传真：020-
81197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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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增城市路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年 1月 7日 9时 30分在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27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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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广州新星橡胶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11月28日裁定宣告广州新星橡胶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广
州新星橡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长垣县对外经贸公司清算组以长垣县对外经贸公司的土
地已被长政土（2010）51号长垣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收回并
注销土地使用证，该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申请终结长垣
县对外经贸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裁定终结长垣县
对外经贸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长垣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中宽通信电子信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作出（2018）湘 1124 破申 4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湖南中宽通信电子信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湖南齐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办公地
点：道县工业园湖南中宽通信电子信息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内。联
系人：陈河汐，联系电话：13874760841。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
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
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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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1月 22日 9时在道县人民法院一楼大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的申请于2018
年10月31日裁定受理张家港宇宏重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年 11月 20日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为张家港宇
宏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管理人(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苏州市姑
苏区养育巷151号苏州商务大厦413室；邮政编码：215002；联系
人：王佺 18550295761、范政 18862112239)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不申报的视为自动放
弃债权。对该企业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19年 3月 5日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召
开，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付成友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0日裁定受理北票市
盛鑫金矿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辽宁东宝律师事务所担任
北票市盛鑫金矿有限公司管理人。北票市盛鑫金矿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9年2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迅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
区凌河街四段97-1；邮政编码：122000；联系人：王岸惠、柳文博，联
系电话：18109810777、13052640021）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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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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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
市盛鑫金矿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偿还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2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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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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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山东万宝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8日
裁定受理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东东方
太阳律师事务所为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2018年10月
30日，管理人提交的《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7）鲁11
破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根据《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山东信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年11月23日实施破产财产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一次分配。
本次破产财产处置总额为人民币9 406 441.00元，扣除破产费用和共益
债务后，最后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7 484 788.54元。其中，职工债权数额

为7 353 774.13元，能够全部清偿；税务债权数额为8 548 376.00元，
清偿财产数额为131 014.41元，清偿比例为1.53%；普通债权数额为
344 484 946.00元，无可供清偿财产，清偿数额为0。对本次分配债权人
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满2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
人。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沭祥兴工艺品有限公司债权人：《临沭祥兴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0月16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并于
2018年10月17日经临沭县人民法院(2013)沭民破字第1-8号民事裁定
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
管理人执行。临沭祥兴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共实施两次分配，本次
分配为第二次分配，确定于2018年11月27日实施货币分配。本次分配总
额为220000元，其中，职工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用为89136.99
元，普通债权为130863.01元。 [山东]临沭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德旭制管有限公司、付德旭的申请于 2016年
12 月 15 日裁定受理莱芜市华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 12月 19日指定山东金
厦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华威公司管理人。华威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山东金厦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通信地址：山东省莱芜莱城区文化北路 15号；邮政编码：
271100；联系电话：0634—6218401，联系人：刘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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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华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金
厦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
年3月1日9时在莱芜市莱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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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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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人代理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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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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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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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姚永菲）安徽省凤阳县政协原副主席史
成龙（副处级）因害怕被查处，主动向
纪委监委投案，被称为安徽处级干部中
自动投案“第一人”。12月4日，安徽
省天长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
史成龙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天长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 年
至 2011 年间，被告人史成龙在担任凤
阳县板桥镇党委书记期间，两次利用职
务之便，骗取财政资金并予以侵吞。其
中，2007 年下半年，为骗取安徽省以
工代赈财政扶贫资金，解决板桥镇财政
资金困难，史成龙决定将已竣工并通过
验收的“凤阳县板桥镇 2006 年农村公
路村村通工程S307-上李村委会”中部

分路段，冒充拟报建的“凤阳县板桥镇
晏公新村S307线-津普铁路砼道路”扩
建工程项目，并安排时任板桥镇财政所
所长郭茂庭（已另案处理）向凤阳县发
改委申报后获得批复同意。2009 年 12
月，史成龙安排丁某为该项目的施工
方，并通过请验收人员吃饭等方式，使
得该项目顺利通过验收。2008年7月，
史成龙故技重施，将 2005 年已建好的
板桥镇岗子新村农贸市场，冒充拟报建

的升级示范试点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并以同样的方式安排申报、组织请吃，
骗取财政奖金。两项虚报的建设工程项
目通过验收后，史成龙安排郭茂庭分别
以马某、丁某的名义开具了价款为 22
万元和16.8万元两张工程税务发票，在
板桥镇财政所予以报销，史成龙分得
22万元。

检方还指控，2007 年至 2013 年
间，史成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贿赂 44 次，价值共计人民币
28.1 万元，为他人在工程业务承揽、
土地证办理、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
益。

2018 年 6 月，因担心被组织查处，
史成龙将 2 万元赃款退还给行贿人李
某。8月19日，史成龙主动到滁州市监
察委员会投案，如实交代其贪污、受贿
的犯罪事实，并退出全部赃款，因此成
为安徽省处级干部自动投案“第一人”。

庭审中，控辩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史成龙及其辩护人对
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提出史成龙主动交代掌握和未掌握的犯
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请求法庭从轻
处罚。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桂林监狱公开开庭
审理罪犯黄某减刑一案。执行机关提请
减刑6个月。中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不
予减刑的刑事裁定。该案系广西法院首
例涉黑罪犯因在服刑期间违反监规，且
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法院依法裁定
不予减刑的案件。

庭审中，合议庭依法组织各方进
行了举证、质证，庭后邀请参加旁听
的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进行阳光
评议。桂林中院裁定认为，罪犯黄某

在十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能认真参
加思想、文化、技能“三课”学习教
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
务；但黄某在服刑期间违反监规被处
以关禁闭，且其原判罚金 4 万元，其
仅缴纳 3000 元，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

项，依法应认定其不属于“确有悔改
表现”情形，不符合法定的减刑条
件，且该罪犯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
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从严掌握的对象，对其减刑应当从严

把握，故合议庭当庭裁定对黄某不予
减刑。

该案的宣判不仅震慑了罪犯本人，
也对参与庭审的其他罪犯起到了强有力
的威慑作用，得到了参与旁听案件审理
的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好
评。同时，该案对全区法院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也是桂林
中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
的充分体现。

（余作才 吴小嫦）

广西扫黑除恶首例裁定不予减刑案宣判

服刑期间违反监规 法院裁定不予减刑

安徽处级干部自动投案“第一人”

凤阳县政协原副主席受审

本报讯 （记者 娄银生） 12月4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公司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
判决，判决污染企业赔偿 5482 万余
元，同时，法院综合考虑企业的赔付能
力和生存发展，安徽海德公司可以在提
供有效担保的前提下，申请分批支付赔
偿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安
徽海德化工科技公司营销部经理杨某非
法将该公司生产的危废物废碱液102.44
吨交给不具有危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进
行处置，导致这些废碱液被直接倾倒入
长江及新通扬运河，严重污染环境，造
成靖江市城区、兴化市自来水供水中断
50 多个小时。案发后，倾倒废碱的两
名当事人虽被判刑，但长江流域的生态
环境赔偿并没有到位。今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在
全国试行，明确省级政府和市地级政府
可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省
政府依照《方案》向事发地法院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今年 8
月，泰州中院一审判令海德公司赔偿环
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评估费26万
元，共计5482.85万元，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60 日内支付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
讼资金账户。海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江苏高院公开开庭审理后，于12月4日
对该案公开宣判。

据介绍，这起污染事件发生在
2014年，今年8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
安徽海德公司营销部经理非法将该公司
生产的危废物废碱液一百多吨，交给不
具有危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处置，导致

这些废碱液先后被直接倾倒入长江靖江
段以及南通与扬州之间的新通扬运河，
严重污染环境，造成靖江市城区、兴化
市自来水中断供水几十个小时。2018
年 11 月，本案二审在江苏高院开庭，
被告安徽海德公司作为上诉方提出多项
异议，包括一些法律程序以及对污染损
害的具体认定问题。比如2014年6月的
排污对新通扬运河的损害，一审中是类
比5月的排污对长江靖江段的损害来认
定的，上诉人安徽海德公司不认可这种
类比方式。安徽海德公司代理律师认
为，类比的方法没有任何法律、技术规
范依据，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也不能
作为计算期间功能损失的依据，因为新
通扬运河和案涉的长江段千差万别。原
告江苏省政府回应被告方的异议时表
示，长江靖江段和新通扬运河都是三类
饮用水，两个地方的污染源也一致，唯

一不同是河面宽度和水流速度；此外，
安徽海德公司排放的废碱液是危险废
物，对水生态的影响客观存在，尤其是
排污发生在鱼虾产卵的禁渔期，对生态
影响“十分巨大”。原告江苏省政府代
理人表示，长江的自净能力远远大于新
通扬运河的自净能力，如果按实际损害
来算，新通扬运河的实际损害更大，作
为被上诉人，用长江的生态损害费用来
类比新通扬运河的生态损害费用，实际
上有利于上诉人，这个数额是合理的。
12月4日上午，江苏高院对本案作出二
审宣判，判决被告赔偿 5482 万余元，
维持了一审判决，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
况，可以分期支付。

当日庭审结束后，本案合议庭审判
长陈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
诉讼不同于普通公益诉讼，是由江苏省
政府作为原告直接进行，原因就在于，
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受到的危害，也是
对国家利益的侵害。一方面，国家是作
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身份提起的诉
讼；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安
全、环境安全的维护者，为了维护生态
环境的安全，作为管理者的身份所提起
的诉讼。

江苏高院终审宣判一起省政府状告企业环境污染案
污染企业被判赔偿5482万余元

“豪车天价赔偿案”尘埃落定
最高法撤销一审“退一赔三”判决 酌定经销商赔偿11万

本报讯 （记者 孙 航） 近日，
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豪车”天价赔偿
案，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作出终
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关于“退一赔
三”的判决，酌定经销商赔偿购车者
11 万元。至此，这起“史上最贵退一
赔三案”尘埃落定。

购车者起诉称，其购买的是英国全
新进口新车，但经销商在交车前对油漆
和窗帘的处理未予告知。经销商销售的
是一辆大修过的问题车，给其造成了巨
大损失，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退
还价值 550 万元的车辆，并三倍赔偿
1650 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购车者关于车漆抛光打蜡和窗帘更换
属于“大修”的主张，与公众对于“大
修”的合理认知明显不符。经销商提供

了车辆的全套正式进口手续，车辆未被
他人使用过，经销商提供的车辆符合合
同约定。购车者称车辆经过前述处理
后，车辆价值降低了约 90 万元，但对
此未提供任何证据。经销商称购车者对
窗帘问题完全知情，处理要求是购车者
提车时提出，但因经销商未提供证据，
该主张亦未获法院支持。

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有关
负责人介绍，类似轻微瑕疵或问题的处
理，未告知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欺诈”是本案焦点之一。本案
中，最高人民法院查明，车漆瑕疵仅有车
辆左前门下方一处，面积不大，其处理不
涉及钣金、不涉及喷漆，仅经抛光打蜡即
得到妥善处理。关于窗帘问题，虽然不
属于车辆的重要配件，但因涉及到配件

的更换，配件价值数额并非显著偏低，即
使更换的是进口原装件，最高人民法院
仍认为，对该类信息经销商应如实告知
购车者。至于该轻微措施未告知是否构
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详尽
的分析和说理。 最高人民法院考虑的
主要因素包括：一是是否影响到购车者
缔约的根本目的。判决分析了合同中的
相关条款、相关问题及处理的轻微程度，
以及是否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
和基本用途，是否给购车者的日常用车
造成不利影响、是否影响到购车者一定
的财产利益等因素。根据案件事实，最
高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中并不存在影响购
车者缔约根本目的的情形。二是经销商
是否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因
经销商签订合同将该车销售给购车者

时，新车尚未到店，对于车漆瑕疵和窗
帘问题并不知晓。在交付购车者之前，
经销商对存在的瑕疵和问题处理后进行
了记载，并将信息上传至购车者可以通
过一定途径查询的网络平台，表明经销
商并不存在隐瞒信息的明显意图。综合
相关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虽
然经销商的行为对购车者的知情权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但尚不构成欺诈，不应
适用“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本案审理有关负责人介绍，汽车销
售欺诈类案件，个案事实细节不一，而
细节事实在欺诈的认定上所产生的影响
不可忽略。该案判决对类案的审理提供
了原则性路径，对促进购车者知情权的
合理保护和行业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