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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疯狂敛财数千万元

四川一涉黑头目一审被判25年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逾30亿元

内蒙古 4名被告人获刑

擅自找人代班被解雇
男子主张赔偿金未获二审法院支持

■法官说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9年2月15日（总第7612期）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海宇申请宣告杨兵死亡一案，于2018年10
月 2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9年 1月 25日依法作

出（2018）辽72民特106号判决书，宣告杨兵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林玉英申请宣告叶宝生死

亡 一 案 ，申 请 人 林 玉 英 称 ，其 与 叶 宝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50111194604110335)系夫妻关系，叶宝生于2002年9月11日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申请人曾向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鼓四村民委员会反映情况，

并向福州市公安局鼓山派出所报警，申请人及家人多年未找寻到叶宝生，又

于2014年12月25日向福州市公安局鼓山派出所报警，但叶宝生至今仍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叶宝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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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叶宝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叶宝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叶宝生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蒋锦辉申请宣告蒋小

玲死亡一案。申请人蒋锦辉称，下落不明人蒋小玲于2010年7月间

离家出走，一去不复返，历经申请人向亲朋戚友和社会多方面寻找，

杳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2015年10月23日，申请人就下落不明人

蒋小玲失踪情况，向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报案。下落不明人蒋

小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蒋小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蒋小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蒋小玲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雪琴申请宣告孙序金死亡一案，经查：孙序金，男，1965

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路158号振华集团西

区生活区B20栋2单元1楼2号，公民身份号码522701196507143357，
于2007年1月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1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孙序金

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璐申请宣告张英杰失踪一案，经查：张英杰，男，

1960年 7月 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石桥街 5号

院 5 号楼 26 号，身份证号：410105196007243357。于 2016 年 8 月 8
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张英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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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年 1月 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海山申请宣告王

振方 失 踪 一 案 。申 请 人 王 海 山 称 ，王 振 方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782199511274717)于2016年2月10日外出打工后音信全无。下落

不明人王振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振方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王振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王振方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梦琪申请宣告付丽失踪一案，经查：付丽于 2014

年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3
个月。希望付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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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肖思武申请宣告谢知贵

死亡一案。申请人肖思武称，其父亲谢知贵于1986年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因多方寻找未果，肖思武请求法院宣告谢知贵死亡。下落不明人谢

知贵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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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谢知贵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谢知贵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谢知贵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戴鉌铃申请宣告朱楚余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朱楚余，男，1946 年 5 月 9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

古城路居士巷 71 号，自 2006 年 10 月从家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朱楚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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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俊申请宣告袁蓉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本

情况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

望袁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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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年 1月 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嘉慧申请宣告王

满峰失踪一案。申请人王嘉慧称：王满峰外出广东打工 13 年。近

6 年来一直没有联系，至今已不知下落。下落不明人王满峰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满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王满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王满峰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西]宜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董建宾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董恩元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董恩元（身份证号210102194905111019），男，1949年5
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沈阳市和平区珲春路7-6-6。董恩元于

2014年10月10日走失，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董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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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年 1月 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屈庆德申请宣告屈

丰华死亡一案。申请人屈庆德称，屈丰华（1983 年 9月 19日出生）

于 2014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屈丰华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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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屈丰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屈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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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丰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德崇申请宣告刘善君死亡一案，经查：刘善君，男，

192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为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乡邵家

村163号，身份证号：210212192609304712。于2013年12月份从家中

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善君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申请人鲁坤、方淑英、赵相宝申请宣

告赵殿伟死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赵殿伟，男，汉族，1970年3
月22日出生，住辽宁省北票市北四家乡王增店村米山营组5295号，其

于2018年9月24日随“辽大高渔25097”号渔船出海时落水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下落不明人赵殿伟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殿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

殿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赵殿伟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申请人丛丽娟申请宣告王八虎死亡

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王八虎，男，汉族，1986年11月28日出生，

住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赵家堡村3组113号，其于2018年9
月14日随“辽大旅渔51393”号渔船出海时发生船舶碰撞事故，船只沉

没灭失，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下落不明

人王八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八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王八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王八虎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国艳申请宣告孙佳辉死亡一

案。申请人陈国艳称，被申请人孙佳辉（身份证号210105195304091036）
于1996年5月18日在沈阳市皇姑区北塔长客总站附近走失，至今未归。

下落不明人孙佳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明人孙佳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孙佳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

孙佳辉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成义、李庆贤申请宣告张浩死亡一案，经查：张浩，男，1979

年11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50419791106187X，汉族，原住本溪市明

山区新明街道小堡街09组。申请人张成义、李庆贤称，被申请人张浩于2001
年6月2日外出打工后失去联络至今，已达1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张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届满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判决。[辽宁]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牛红芬申请宣告韩宝刚死亡一案，经查：韩宝刚，男，

1984年 8月 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马家洼村 76
号，公民身份号码 372330198408192453。于 2008年 7月走失，现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韩宝刚本人

或知悉其生存现状的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决。 [山东]邹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永安与被申请人黄静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黄

静，女，1985年1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612322198512060725）自

2019年1月25日起，下落不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黄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白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竹梅申请宣告仇来景死

亡一案。申请人张竹梅称，仇来景，男，生于1948年8月30日，汉族，住陕

西省韩城市金城区象山路韩城电厂竹园小区8号楼2单元2楼2号。公民

身份证号：612102194808300551。仇来景于2012年10月离家出走未归，

至今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仇来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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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仇来景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仇来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仇来景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韩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朝江、徐永明申请宣告

杨泽军死亡一案。申请人杨朝江、徐永明称，2015年7月18日，杨泽军

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境内九鼎山登山探险失踪，报案后经当地

政府组织施救，多方搜救未果。下落不明人杨泽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

不明人杨泽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泽军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泽军情

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汪娟申请宣告汪明德死亡一案【案号(2019)川0182民特

18号】，经查：汪明德，男，汉族，1953年6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26195306070039，住四川省彭州市外南街172号。汪明德于2008
年6月10日起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汪明德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受理的(2019)川0182民特17号申请人

王光秀申请宣告易尧书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易尧书（男，汉族，身份

证号：510126195206101619，户籍所在地：彭州市小鱼洞镇大楠村5组

18号）与申请人系夫妻关系，2008年8月，申请人王光秀与被申请人易尧书

一起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务工，2013年10月被申请人突然失去联

系，经申请人多方查找和公安机关证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易尧

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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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易尧书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易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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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书情

况，向本院报告。公告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庆祥申请宣告王凤云死亡一案，经查：王凤云

（120105196102113666），女，196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走失前住天

津市北辰区天穆镇辰发花园5号楼1401室。于2015年1月16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凤云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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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傅启云申请朱福兰死亡一案，经查：朱福兰，女，1951

年 12月 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下傅村。于 1987
年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朱福

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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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员
卢小川）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宣判李治洪等 17 名被告
人被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非法经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一案。数罪并罚，主犯被告人李治
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陈刚、罗伟、赵小红等 16 名被告
人分别判处十四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没收财产、罚金等。对扣押、
查封、冻结的李治洪等人高达近亿元的
违法所得、孳息和犯罪所用财物，予以
没收、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 年，被告
人李治洪因犯赌博罪被两次被判处刑

罚，刑满释放后，其纠集他人继续在成
都成华区等地开设赌场，至 2006 年期
间，李治洪为维持赌场客源和追索赌
债，指使他人对部分参赌人员进行恶意
报复，挟持并持枪致伤一人、非法限制
一人人身自由，并逐渐形成以李治洪为
首，陈刚、罗伟、赵小红等人为骨干成
员或积极参加者，巫世蓉、李治雄等
13 名被告人为成员，结构层次清楚、
成员较为固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依托开设赌场大肆实施敲诈
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非法经
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
动，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截
至 2017 年 1 月，共非法获利达数千万
元。为寻求“庇护”，李治洪还以各种
名义送礼金、红包，拉拢、腐蚀个别国

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公安机关关于赌
场的查处方案，规避司法打击，并通过
各种途径获取多重社会身份和头衔，向
外界吹嘘、炫耀其在政法机关等单位有
所谓的“官方关系”，进一步提升本人
及组织的“社会地位”和“名气”。

成都中院一审认为，上述组织以被
告人李治洪为首，结构紧密，人员众多，
且较为稳定，有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
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并通
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犯罪，大肆攫取
巨额经济利益，为其成员发放工资、奖金
及配备车辆等，使组织能够长期运行并
不断发展、壮大，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经济特征。且除长期开设赌场外，期间还
实施了寻衅滋事 2 起、非法拘禁 2 起、敲
诈勒索 5 起等多起犯罪活动，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百姓，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行为特征。再者，向其它赌场收取所谓的

“保护费”，形成了对周边地区赌场的非
法控制；拉拢、腐蚀个别国家工作人员，
非法获取公安机关领导的电话，之后通
过直接向公安机关领导进行举报的方
式，打掉成都范围内其他多处赌场，排除
竞争对手，对成都地区的地下赌场业产
生重大影响；通过向赌客非法讨债，拘
禁、殴打赌客等，树立组织及其领导者的
威信，故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
特征。

综上，李治洪等 17 名被告人的行为
已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等七宗罪，法院综合考虑各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等，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乎
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而食品包装标识则
是商家向消费者传递信息、进行承诺的
重要载体。消费者在拆开包装之前，只能
通过食品标签标识了解食品属性，因此
它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包装标识错
误的情况屡见不鲜。食品包装标识有问
题，消费者如何维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法官将通过三个案例，向消费者介
绍一下遇到该类纠纷应当如何维权。

脂肪含量不真实，生产商欺诈
行为被认定

李先生在家门口的商场购买了一箱
名牌夏威夷果，回家食用时发现夏威夷
果的口感过于油腻，夏威夷果包装上标
示的营养成分表中载明每 100g 产品中
脂肪为 24.7 克，但是李先生怀疑包装上
标识的脂肪含量并不真实，于是将其中
一罐夏威夷果送至检测公司检测，结果
实际脂肪含量为 100 克产品含 62.1 克脂
肪，远高于其标注的数值。李先生将商场
和生产厂家诉至法院，认为构成消费者
欺诈，要求商家进行三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夏威夷果包装
标签存在瑕疵，导致李先生在消费时受
到误导，对食品口感等产生错误预期，
生产厂家应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
而商场作为销售者，提供了收货文件、
发货单、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检验报
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等证
明其已尽审慎审查义务，其行为不属销
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不构成欺诈，故对于李先生要求商场承
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
食品包装标识有问题主要分为以下

三种：一是漏标，即食品标签上的生产许
可证号、生产者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

储存条件，质量等级、产品类型、适用标
准、营养成分及含量、配料成分及含量、
添加剂、警示语、证书等没有标注；二是
错标，即前述标签事项标注错误；三是
无标，即进口食品无中文标签。针对部
分包装标识问题，消费者可基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或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主张惩
罚性赔偿。

那么，本案中为何只判决生产商承
担责任，未判决销售商承担法律责任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
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因此，如果包装标识错误，构成
欺诈，即商家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导致消费者错误购买行
为的，消费者可向商家要求食品价款的
三倍赔偿。营养成分表是消费者直观了
解食品特征的有效方式，是指导消费者
合理选择预包装食品重要依据，因包装
标签对营养成分标示存在错误，消费者
在消费时受到误导，对食品营养和口感
产生错误预期，可依法向商家主张三倍
赔偿。但如果商家能够提供相应规定、合
同、单据、检验报告等文件证明其已尽审
慎审查义务，并无欺诈的故意，则无需向
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

包装没有生产日期，销售商被
判十倍赔偿

赵先生在超市购买价格二百元的葡
萄酒一瓶，过几天饮用时发现葡萄酒包
装上找不到生产日期，赵先生将超市诉
至法院，认为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要求十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先生提供了
食品实物及购物小票，证明其与超市之
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超市对
售卖的产品应尽到法定的注意义务。食
品包装没有生产日期存在食品安全风
险，超市作为销售者对于食品是否标注
生产日期应当明知，因此超市应当按照
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赵先生进行食
品价款的十倍赔偿。

【法官提醒】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
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
外。”因此，如果包装标识问题违反食品
安全标准、影响食品安全的，消费者可向
生产者或主观上明知的经营者要求商品
价款的十倍赔偿。

依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
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
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
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影响食品安全的风
险因素主要包括生物污染（病毒、细菌、
真菌、寄生虫等）、化学污染（农药、重金
属、自然毒素、放射性元素、滥用食品添
加剂等）、物理污染（外来异物）等。如果
食品包装上没有生产日期，或者商家涂
改生产日期，可能导致食品购买时已过
保质期，会导致食品腐烂变质、微生物
繁殖等情况，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经营
商家作为销售者对于食品是否标注生产
日期应当明知，如怠于履行审查义务致
使其应当知道销售的食品未标注生产日
期而不知道，应该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
偿责任。

能量值标示有错误，主张不符
合食品安全未获赔

韩某网购了“姬松茸”商品 20 袋，其
营养标签中能量标示值为 468 千焦，蛋
白质为 13.2 克，脂肪为 3.2 克，碳水化合
物 20.3 克。韩某查询相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认为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因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
以及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规范性解释文
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28050-2011）问答所列能
量计算公式：能量=蛋白质×17+脂肪×
37+碳水化合物×17，实际计算能量为
687.9 千焦，该商品包装标示的能量值为
468 千焦，为虚假数值。韩某将生产厂家
诉至法院，以不符合食品安全为由，要求
退货并支付价款的十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韩某提供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姬松茸”商品系有毒或有
害，对人体造成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
害，故对韩某要求十倍赔偿的主张，不予
支持。但是“姬松茸”外包装标注的能量
值确实有误，容易误导消费者，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支持了韩某退货退款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食品包装标识有瑕疵并不一定就影

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标准中对标签标
识规定的许多标准并不具有对食品安全
的影响性。例如文字、符号、数字的高度，
配料排列顺序，日期标示顺序，计量单位
写法，分类、规格、标示形式、标示数值误
差等。食品虽然能量数值标识错误，或者
营养标示超过了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范
围，但并不影响食品安全，故消费者不能
要求十倍赔偿。

那么，对于此类标识错误，消费者是
否就完全无法主张权益呢？营养标签标
示数值有误，如果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
基于该错误数值受到误导，对食品营养和
口感产生错误预期，则可以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向构成消费者欺诈的商
家主张退款退货及价款的三倍赔偿。

食品包装标识有问题，消费者如何维权？
宋 硕 马 欣

本报讯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诸多拆迁项目中勾结他人，骗取拆迁
补偿款 1051.56 万元，还先后多次收受
他人所送贿赂共计 8 万元。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维
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被告人杨某以贪
污罪和受贿罪两罪并罚，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
民币 120万元、罚金 10万元。

今 年 60 岁 的 被 告 人 杨 某 ，高 中 文
化，案发前系南通开发区房屋征收中心
副主任。2011 年至 2016 年间，被告人杨
某在担任南通开发区房产交易中心拆
迁代理二部经理、开发区征收中心副主

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南通开发
区拆迁项目中勾结被告人王某、范某、李
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采用虚构拆迁事项、伪造相关资料等
手段，共同贪污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1051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杨某还利用职务之
便，在负责南通开发区相关拆迁项目过

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王
某、范某、李某等人所送贿赂款共计人民
币 8万元。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被告人杨某主体身份是国家工作
人员，其在涉案拆迁过程中，为了骗取拆
迁补偿款，伙同他人事前或事中共谋，在
对方承诺给予好处的情况下，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骗取了为其单位管理、使用中
的系公共财产性质的拆迁补偿款，且数
额特别巨大，对其行为应以贪污罪认定，
同时利用职务之便，又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遂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
杨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
产人民币 120 万元；以受贿罪判处被告
人杨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10 万
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
没收财产人民币 120万元、罚金 10万元。

被告人杨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古 林）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懿德）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日前依法公开宣判一起涉案金额
逾 30 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李鹏飞等 4 名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
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2 年李鹏飞
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准，采取承
诺到期还本付息的方式，在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以个人名义非法吸收社会公
众的资金，再用以转放高利贷赚取利
差。杨淑霞受雇担任出纳并负责记账
等工作。

随 着 融 资 、 放 贷 业 务 量 增 长 ，
2004 年，李鹏钧、罗鹏林加入，他
们与杨淑霞共同负责办理还本付息、
存取款、转账、记载账目及保管银行
卡等工作。同年，李鹏飞成立鑫源泰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以个人、公
司名义向社会非法融资。

到案发，李鹏飞向东胜区、达拉

特旗、五原县等地共计 1513 人非法
吸 收 存 款 31.82 亿 余 元 ， 支 付 利 息
8.17亿余元，退还本金 14.55亿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鹏飞违
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有关部门
依法批准，采取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
方法，以个人及公司的名义设立专门
的融资办公场所，伙同被告人李鹏
钧、杨淑霞、罗鹏林等人，通过亲朋
好友、公司员工等，以口口相传的方
式公开宣称到期还本付息，向社会公
众非法吸收资金，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数额巨大，且系共
同犯罪。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分别判处被告
人李鹏飞、李鹏钧、杨淑霞、罗鹏林
9 年 6 个 月 至 3 年 不 等 的 有 期 徒 刑 ，
并处 50 万元至 20 万元金额不等的罚
金。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资产将
依法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责令
退赔。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依
法审结一起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认
定劳动者擅自找人代班违反亲自履行
原则，应当认为是对劳动合同的根本
性违反，二审改判用人单位无需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

钟先生是某船舶技术咨询公司
（以 下 简 称 船 舶 公 司） 的 船 舶 检 验
员，日常主要负责装货前的方案评估
鉴定、现场监督装货以及对装运进行
安全评估并提交报告。原定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需要钟先生现场监督货
轮的风电设备装运工作，但因为钟先
生要于 10 月 29 日赶赴上海学习，故
与船舶公司负责人协商，负责人同意
由另一名公司员工尹先生暂时代班，
但只能代为从事装船后的收尾工作。
后来，钟先生得知自己的课程调整至
10 月 30 日，于是再次致电船舶公司
负责人，称自己不需要他人代班了。

事实上，钟先生于 10 月 29 日晚
上就抵达了上海，而货物装运发生于
10 月 30 日清晨，真正在现场监督的
是钟先生的朋友高先生，双方一直通
过电话沟通现场情况。装船期间，因
风电设备捆扎的安全问题，货轮船长
与电话另一头的钟先生产生争议并导
致装运暂停，直至双方协商一致用空
气袋取代捆扎带后才于 11月 1日恢复
装运工作。

船舶公司得知此事后，于 11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告知钟先生，其擅自代
班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现决定解除钟先生与船舶公司
之间的劳动关系。钟先生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船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等费用，最终，仲裁裁决
支持了钟先生的请求。船舶公司不
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不予支付上
述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钟先生之
前曾就离岗事宜与船舶公司负责人沟
通过，且离岗期间与货轮装运现场保
持联系，并未对船舶公司造成实际损
害，虽有过错，但尚不构成违反基本
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之情形。另外，
船舶公司并无明确的规章制度对换班
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予以界定，故一审
法院对船舶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船
舶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中，船舶公司上诉称，劳动合
同应亲自履行，这是劳动者应尽的义
务。船舶公司交给钟先生的工作任务
应由其亲自完成，根据现有的通话录
音可知，船舶公司负责人仅同意过钟先
生找人接替其装船后的收尾工作，并未
同意其可离开岗位。但钟先生擅自离
岗，并将全部工作交由不具备资质和
能力的其他人去履行，其行为严重违
反了劳动合同约定及基本的劳动纪
律，船舶公司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钟先生
找朋友高先生“代班”或“顶岗”的
行为，本质是代为履行劳动合同。钟
先生因个人事由请他人代为履行劳动
义务，应就其已经取得用人单位同意
或追认提供证据，但目前证据显示，
船舶公司负责人仅同意钟先生找人接
替其装船后的收尾工作，钟先生最后
离开岗位并未得到船舶公司同意，且
钟先生请他人代为履行的劳动内容并
不属于装船后的收尾工作。二审中，
钟先生亦自认，船舶公司不存在关于
代为履行的规章制度或惯例。因此，
钟先生未经船舶公司同意私自决定由
他人代为履行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的行为，进而引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现船舶公司主张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应予支持。上海
一中院遂作出上述改判。

（王长鹏）

本案主审法官顾慧萍指出，亲自
履行原则是劳动合同履行应遵循的原
则之一，这是由劳动关系的人身从属
性所决定的。原则上劳动合同的履行
不允许代为履行，除非得到用人单位
的同意，或事后追认。劳动者违反亲自
履行原则，应当认为是对劳动合同的
根本性违反。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
除了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之
外，实际上也存在很多依据诚实信用
原则而应承担的义务。如劳动法第三
条第二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
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
务的法律基础。在劳动合同以及规章
制度未规定或无效的情况下，劳动者
违反必须遵守的义务，用人单位仍可
以要求其承担责任。

伙同他人贪污拆迁补偿款1051万
一房屋征收干部获刑十年九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