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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享有子女遗留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
——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

案情简介
沈某与刘某都是独生子女，两

人于 2010 年 10 月登记结婚。2012
年8月，因自然生育困难，沈某与
刘某到南京市鼓楼医院，通过人工
辅助生殖方式培育了 13 枚受精胚
胎，其中4枚符合移植标准。但就
在植入母体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交
通事故死亡。夫妻双方的父母就4
枚冷冻胚胎的归属产生争议，协商
不成，诉诸法院。

2013年11月25日，江苏省宜
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追加南
京市鼓楼医院为第三人。鼓楼医院
认为，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胚
胎不能买卖、赠送和禁止实施代
孕。由此提出，胚胎不具有财产的
属性，原、被告都无法继承；沈某
夫妇生前已与医院签署手术同意
书，同意将过期胚胎丢弃；所以请
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
此，双方父母间的争夺胚胎大战，
逐渐转向了与医院的争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体外受
精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是
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
能像一般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
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沈某夫
妇已死亡，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
的已无法实现，故手术过程中留下
的胚胎不能被继承。

2014 年 5 月 21 日，一审法院
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不服，向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在充分
了解当事人诉求实质的基础上，对
于一审确定的案由进行了变更，将
四位失独老人就子女遗留的冷冻胚
胎权属矛盾确定为“监管、处置权
纠纷”。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沈某
夫妇生前与医院签订了相关知情同
意书，约定胚胎冷冻保存期为一
年，超过保存期同意将胚胎丢弃，
但是沈某夫妇因意外死亡导致合同
不能继续履行，南京鼓楼医院不能
根据知情同意书中的相关条款单方
面处置涉案胚胎。

在我国现行法律对胚胎的法律
属性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确定
涉案胚胎的相关权利归属，还应考

虑以下因素：一是伦理。该受精胚胎
不仅含有沈某夫妇的DNA等遗传物
质，而且含有双方父母两个家族的遗
传信息，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亦具有
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二是情
感。双方父母“失独”之痛，非常人
所能体味。沈某夫妇遗留下的胚胎成
为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
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三
是特殊利益保护。胚胎具有孕育成生
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
德地位，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

法院同时认为，国家卫生部的相
关规定，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
医疗机构和人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
技术时的管理规定。南京鼓楼医院不
得基于部门规章的行政管理规定对抗
当事人基于法律享有的正当权利。

判决结果
2014 年 9 月 17 日，二审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沈某夫
妇存放于南京鼓楼医院的4枚冷冻胚
胎由上诉人（沈某父母）和被上诉人
（刘某父母）共同监管和处置。

编后语
本案自进入司法程序以来，受到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媒体以及新浪、搜狐等各
网络媒体曾对案情及审理过程纷纷报
道。

本案二审审判长、无锡中院院长
时永才在接受采访时说，此案是在我
国对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无统一立
法、代孕需求旺盛但被禁止的背景下
产生的。在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虽然在保障生育权的领域发生过涉及
人体冷冻胚胎处置的争议，但是涉及
人体冷冻胚胎权属争议的司法纠纷案
件，尚无先例，这使得本案审理充满
探索和挑战。二审法院在法律空白背
景下作出情、理、法兼顾的判决，一
方面对于本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
具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对我国未来
人工生殖、冷冻胚胎立法提供了实务
素材。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本案的终审
判决秉承了人文精神，充分展示了司
法裁判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尤其是对
生命给予了充分尊重。

（整理撰稿 张宽明 郑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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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因转账支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据名称转账支票，票据编号1020113053829868，签发日
期2018年3月15日，票面金额605.7元，出票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机关委员会，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东兴伟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东莞农村商业
银 行 寮 步 石 大 分 理 处 空 白 支 票 3 张 ，票 据 号 码 分 别 为
3140443026412793、3140443026412814、3140443026412821，出票
银行为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寮步石大分理处，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飞力印刷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
号为 32000051/24744650,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8年 6月 2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 12月 28日，出票人为三
河市鸿泰春辉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三河蒙银村镇银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三河锦伟恒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派罗特克（深圳）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式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银行汇票记载：票号 30200053/27256220；金额：柒拾柒万元整；
出票人：瑞驰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焦作分行营业部，出票
人账号：8111101012900396600，出票日期贰零壹捌年捌月壹拾
陆日，收款人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
257205185068，汇票到期日贰零壹玖年零贰月壹拾陆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届时无人申报，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式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行为无效。 [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云迪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1 张，票号为 30300051/23587484，票面金额为 40000 元，出票
日期为2018年8月3日，出票人为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徐州分行，收款人为洛阳市黄河软
轴控制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8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0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德县峰睿纸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1张（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48325381、票面金额人民币壹拾万
元整、出票人上海赢实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和焕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18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京景投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
据记载票号3130005148323885、票面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
人上海添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润琳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15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奥凯尔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1张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30500053/23109832，票面金额50,000元，
出票日期2018年3月9日，到期日期2018年9月8日，出票人内蒙古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且申请人在申报
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1个月内向本院提出判决票据无效的申请，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安市九龙标准件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瑞安市九龙标准
件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50100051/20066605的银行承兑
汇票，出票人科乐收农业机械（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2018
年5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11月22日，出票金额100000元，收
款人荣成市黄海离合器有限公司，付款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三、申报权利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衢州海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1份，号码：31600051 21684956，出票金额：壹拾陆万零贰
佰贰拾叁元伍角整，付款行：浙商银行衢州分行，出票人：浙江开山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衢州海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贰零壹捌年伍月贰拾伍日，收款人：浙江开山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贰零壹捌年壹拾壹月贰拾肆日。自公告之日起9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华侨友谊公司：本公司原名称为海南欣隆商业储运有限公
司，2010年4月6日更名为现用名。根据本公司与你公司及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办事处于2002年9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在办理位于
海口市龙华路21号仓库土地过户过程中,本公司依据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9月7日海土资龙华字【2016】425号《关于划拨地补办出让缴交出
让金的通知》,于2016年9月27日代你公司补交有关土地出让金。请你公
司收到通知后速与本公司联系,商讨偿还代付土地出让金事宜。联系人：
王先生；联系电话：13322086368。 海南欣隆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本公司已与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九公司”）原
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本公司受让金九公司100%股权，目
前已完成90%股权的变更登记。为充分了解金九公司或有债务，请金九
公司债权人见本公告后10日内，向本公司书面告知与金九公司之间的
债权债务情况并提供相应资料。联系人：刘洪波。联系电话：
18073009559。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岳麓大道57号奥
克斯广场1栋3411、3412房。 长沙弘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7日

本人卢磊不慎遗失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姓名：卢
磊；编号：120100076），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4月10日，本院根据王芳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集源佳
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2016)粤0306强清4号，并指定广东诚公
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集源佳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王利海为清算组
负责人。本案受理之后，就深圳市集源佳科技有限公司权利义务产生
争议的，应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前已经开始而尚未审结的有关深
圳市集源佳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原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清算组负责人，深圳市集源佳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院指定的地点申报债权。深圳市集源
佳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128号卓越城一期三
栋六楼；联系人：商伟峰、邱文伟；电话：15811838366（商）、
13760246033（邱）。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丽申请宣告李跃兴死亡一案，经查：李跃兴，男，
1958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一天门102号，
于2013年8月4日外出后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李跃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桂荣申请宣告王霞芳死亡一案，经查：王霞芳，
女，193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910
弄 3 号 604 室，身份证号码 310110193312072842。于 2008 年 9 月
2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王霞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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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雷羊贵申请宣告雷光法失踪一案，经查：雷光法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雷光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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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临武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1月 14日受理申请人王秀菊申请宣告蒋思
立死亡一案，案号为（2018）辽0106民特103号，申请人王秀菊与
被申请人蒋思立系母子关系。经查：被申请人蒋思立，男，1979年
2月 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210106197902180915，住址沈阳市
铁西区强工二街 24号 2-2-3，于 2000年 3月 11日失踪，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蒋思立本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与本院联系。逾期不联系，蒋思立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其下落者，应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1月 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微微申请宣告
张奇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微微称，被申请人张奇于1997年3月离
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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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张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奇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奇情况，
向本院报告。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宝鑫申请宣告刘
祥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宝鑫称，其父刘祥于2014年6月19日在单
位工作期间身体不适请假看病，至此再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刘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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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祥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
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刘祥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宋文鹏申请宣告刘
自英死亡一案。申请人宋文鹏称，其母亲刘自英自1996年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且其户籍于2002年8月30日被注销。下落不明人刘
自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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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自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刘自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自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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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时满鑫）今天上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合同诈骗、信
用证诈骗等案一审公开宣判，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
司罚金30亿120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
基鸿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并处罚金200
万元。其他被告人江平、杨悦、陈旭
军、刘先洲、袁妮、张家春、薛键、王
文宏、黄义发分别被判处十年至三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基鸿于
2004年9月注册成立德正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基础，先后实际控
制经营60余家境内外公司。2012年11
月至2014年5月，在“德正系公司”明
显不具备还款及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

下，为持续获取资金，按照陈基鸿的指
使、授意，被告人江平、杨悦、陈旭
军、刘先洲、袁妮、王文宏、黄义发采
取重复编排货物信息、私刻印章等手段
共同伪造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大港
分公司、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公司
氧化铝、铝锭、电解铜仓单、转货证
明等货权凭证，并使用伪造的货权凭
证欺骗在国际上具有较高信誉的仓储
监管公司出具监管仓单，或者通过贿
赂被告人张家春、薛键出具内容虚假
或超出库存数量的仓单、核库确认书
等证明文件，并利用上述虚假的仓单
或证明文件，以“德正系公司”名义
与大量国内外公司签订销售、回购合
同，或欺骗其它公司为“德正系公司”
提供担保等方式，骗取多家公司资金共
计 123 亿余元 （其中 2.7 亿余元未遂）；

此外，还通过重复质押或将上述伪造货
权凭证质押于银行等方式，骗取 13 家
银行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共计
36 亿余元。上述资金大部分用于归还
银行借款、利息和其他到期债务。2004
年至2014年，“德正系公司”为谋取不
正当利益，分别向被告人张家春、薛键
及毛小兵行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德正资
源控股有限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取伪造货权凭证签订合同等方式，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采
取重复质押或伪造货权凭证质押等方
式，骗取银行信用证、承兑汇票，其行
为分别构成信用证诈骗罪、骗取票据承
兑、金融票证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构成单位行贿罪。
被告人陈基鸿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除组织、领导上述犯罪行为外，
还以单位名义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
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
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骗取票据
承兑、金融票证罪、单位行贿罪、贷款
诈骗罪。其余9名被告人作为公司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所涉罪名均成立。法院
根据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并判决查扣在案的涉案资产
依法予以拍卖，所得款依照相关规定处
置后按比例退赔被害单位。责令被告单
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继续退赔被害
单位的经济损失，并继续追缴相关违法
所得。

宣判后，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
限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当庭均表示
不上诉。

青岛宣判德正资源公司、陈基鸿等人诈骗案
涉案公司被罚逾30亿 主犯获刑23年

本报常德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文左龙）今天，根据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文烈宏等
25 名被告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在常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检方指控，自 2002 年，文烈宏大
肆向湖南省内一些企业主发放高利贷，
并在长沙市内各大宾馆开设赌场、组织

赌局、提供赌资结算，吸引、招揽众多
企业主参与赌博活动，从中抽头渔利。
2009 年，文烈宏招募被告人佘彬、龚
浩等人采用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追讨高
利贷债务和赌债。

2010年2月，在被告人姚跃的建议
和帮助下，文烈宏注册成立湖南宏大典
当有限公司，以公司化模式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开设赌场，逐步建立以被告

人文烈宏为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舒
开、佘彬、龚浩为骨干成员，被告人刘
初平、王峰、姚跃、易辉跃、文雅为积
极参加者，被告人陈致富、胡高生、张
祥伟、黄泽孟等为其他参加者的较稳定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据介绍，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长期
实施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敲诈
勒索、强迫交易、诈骗、开设赌场、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
利益，在案查封、扣押、冻结该组织
涉案资产 12 亿余元；致使多名合法利
益受损的企业主不敢举报、控告；严
重干扰、破坏多家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工作秩序，致使其经营活动陷
入停顿，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停工烂
尾，从而引发多次大规模群体性事
件，在长沙市、常德市等地造成重大影
响，严重破坏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
活秩序。

该案审理时间预计持续8至15天。

常德中院公开审理一起“涉黑”案
文烈宏等25名被告人被起诉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曹一雯）被执行人将第三方工程款转移
给其儿子和朋友，以此来逃避执行，致
使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滨江首起拒执案件，当庭宣判被告人
李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是一
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
人。2016年11月，滨江区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西湖区某钢管租赁站支付原告方
某租金309082.87元并赔偿损失，被告
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某未主动履
行判决确定的义务。2017年7月11日，
李某因拒不申报财产被法院司法拘留十
五日。期间，李某仍企图以转移财产给
其儿子和朋友的方式来逃避法院执行。

2018年9月，被告人李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后，其家属代为支付方某 35 万
元并取得其谅解，并于同日向滨江区法
院缴纳诉讼费、执行费共计 11177.47
元，李某拖欠的费用均已履行完毕。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对已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李某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且自愿认罪认罚，具有坦白情节，已
经履行全部执行义务，可以酌情予以从
宽处罚。故当庭对李某作出上述判决。

杭州滨江审结一起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报讯 六旬老妪游泳时突发疾
病，数日后死亡，游泳馆究竟有无责任？
日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了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件，法院认为提供服务的商家已经尽到
了安全保障义务，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017年1月1日，武汉市退休职工
陈某 （殁年 62 岁） 在武汉某游泳馆游
泳时发病。当日，陈某被送至医院救
治，于2017年1月5日死亡。医院诊断
死亡原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脑干功
能衰竭，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

2017年3月，陈某的丈夫和女儿向
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该游泳馆管理单位
某体育中心承担因未尽到公共安全保障
义务而造成陈某溺亡70%的民事侵权赔

偿责任41.6万余元。
2017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以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为由，判决某体育
中心承担20%的赔偿责任10.5万余元，
并赔偿精神损害1万元。

2018 年年初，该体育中心提起上
诉，认为游泳馆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并第一时间进行施救，主观上没有过
错，客观上没有违法行为。陈某死亡的直
接原因是由其自身突发疾病引起，死亡
结果更是发生在数日后，只是发病地点
在游泳池而已，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分析了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等情况，最终认为，游泳馆的施救时间
是合理且及时的，救生人员对陈某已尽
到了及时进行救治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查阅了专业资料，并通知医学专
家证人出庭作证后，武汉中院作出二审
判决，认定相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陈某
的死亡与溺水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故陈某死亡的法律后果应由陈某的丈夫
和女儿自行承担，故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王田甜 潘 捷）

老妪游泳暴病身亡 游泳馆被判不担责

法官：不能无原则加重企业“注意”义务

信用卡欠款本息已还 依据新司法解释

六安中院首判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晓宇 汪 坤）因荣某在被立案侦查
后、审查起诉前已经归还了信用卡的欠
款本息，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据新司法解释作出终审判决，上诉人荣
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近
日，该院已将羁押于看守所的荣某释
放。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 2018
年12月1日施行后，安徽法院首个免予
刑事处罚的判例。

法院经审理查明，荣某于2012年11
月6日在某银行申办一张信用卡。2014
年2月12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荣
某共计透支本金34.7万余元，逾期未足
额还款。荣某在该信用卡被停卡后至公
安机关2017年5月25日刑事立案期间，
共计还款额 44471 元。2017 年 6 月，荣

某被刑事拘留后，偿还透支本息共计
48.5万元，后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

一审法院以被告人荣某犯信用卡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10万元。荣某不服，提起上诉。

六安中院经审理认为，荣某恶意透
支信用卡30.2万余元，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荣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在到案后即偿还
全额本息，取得被害单位谅解，犯罪情节
轻微，依照《决定》第十条规定，“恶意透
支数额较大，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
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
诉；在一审判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其
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处
罚”，可以对荣某免予刑事处罚。

■法官说法■
在公共场所发生与本案类似的服务

纠纷、侵权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
要厘清责任，不能无原则加重企业的

“注意”义务，更不能为了使受害人的
损失得到弥补而让合法经营企业背上

“莫须有”的法律责任。“原告被告各打
五十大板”的做法不仅损害案件当事人
的合法权利，而且会给社会公众造成错
误的认识导向，不利于树立正确的法治
思维，也不利于社会经济正常发展。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