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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车主两车相撞
保险公司也应赔偿

为了与情人登记结婚
伪造法院调解书获刑

男子设局“窨井杀人”一审被判无期

本报南昌7月9日电 为了与情
人登记结婚，竟找制假证的人伪造其
已离婚的法院民事调解书和离婚证。
今天，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以伪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判
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1998 年，被告人
刘某因未到法定婚龄，遂更改年龄与
丁某进行了结婚登记，后陆续生育 4
个小孩。2012 年初，刘某与比其小 5
岁的邓某相识后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并
同居。2013 年 8月，刘某与邓某到民
政部门登记结婚，因刘某档案中婚姻
状况显示为“已婚”，办不了结婚证。
为达到与邓某登记结婚的目的，刘某
通过垃圾广告中的电话号码与制假证
的人取得联系，花了 150 元钱让制假
证的人伪造了一份其与丁某离婚的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和一张假离婚证，
并使用该伪造的调解书和离婚证与邓
某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为了骗取
结婚登记，购买伪造的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买卖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遂作出上述
判决。 （罗建安 胡建平）

本报梅州7月9日电 货车老板
谢先生名下的两辆车发生碰撞，两车
均受损，保险公司却以两车是同一车
主不存在第三者为由拒赔。今天，广
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
险公司在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限额内按
责作出赔偿。

2012年 12月 23日晚上，谢先生
接到丘师傅的电话获知货车出现问
题后，马上驾轿车前往，将车停放在
距离货车 10 米远的地方，而丘师傅
此时启动货车，在倒车时不慎撞到了
谢先生的轿车。

经梅县交通警察大队证实，丘师
傅驾驶的货车撞坏了谢先生的小轿
车。梅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认定，
车辆损失 59768元。此外，谢先生还
支付了鉴定费 2600 元，拖吊费 1460
元，合计损失63818元。

由于事故发生前谢先生在保险公
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但是保险公
司拒绝理赔。在各方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谢先生将丘师傅、汽车运输服务
公司、保险公司告上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核定，谢先生超过
交强险限额内的损失应为 61818 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判定谢先生
和丘师傅承担同等民事责任。保险公
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谢先
生损失30909元，另30909元由谢先生
自行承担。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向
梅州中院提起上诉。

梅州中院二审认为，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险旨在确保第三者因交通事故
受到伤害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取救
济，以保护不特定的第三者的利益。
谢先生在事故发生时并不在货车上，
是在地面上受伤。因此，谢先生既是
货车的被保险人，也是货车发生交通
事故时的第三者，货车造成谢先生的
小轿车损失与造成其他第三者损失并
无不同，如果保险公司因两车所有人
相同就免除责任，有悖于第三者责任
险的设立宗旨并损害了被保险人谢先
生的利益。梅州中院遂作出了上述判
决。 （黄义涛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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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沈凤才申请宣告沈昌祥死亡一案，经查：沈昌
祥，男，1917年 10月 10日出生，汉族，原住址天津市和平山
西路崇仁里17门309号，于1996年12月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沈昌祥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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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14年6月30日
本院受理刘素芬申请宣告王涪新死亡一案，经查：王涪

新，女，1971年3月1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
事处玉屏北路 37 号 8 幢 5-6，于 1993 年起，下落不明已满四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王涪新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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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判决。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顺利申请宣告吴勇死亡一案，经查：吴勇，
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綦江县安稳镇渝
阳二路43号4单元3-2，于2006年8月15日离家出走后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吴勇本人或知其
下 落 的 有 关 利 害 关 系 人 与 本 院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023-
48700084）。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俊海、姚燕华申请宣告姚永川失踪一案，经

查：姚永川，男，200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
县下洋镇上姚村 475号，于 2011年 3月 5日在家门口失踪，至
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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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判决。 [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强、佘井荣申请宣告李良坤失踪一案，经查：
李良坤，女，生于1979年2月25日，汉族，大专文化，河北省
保定市人，原住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宝晶里 44栋 1单元 13号，
身份证号码：620302197902251420，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良坤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李良坤失踪。 [甘肃]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穗君申请宣告曾广培死亡一案，经查：曾广
培，男，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十

八甫怀远北横5号2楼，于2004年9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l年。希望曾广培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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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古军强申请宣告古军民失踪一案，经查：古军民
（男，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工业大道11号之四103
房，公民身份号码：440121761004033），于1999年9月失踪，与家
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
个月。希望古军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女杜申请宣告何惠祥死亡一案，经查：何惠
祥，男，汉族，1944年8月17日出生，广东省珠海市人，原住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水电住宅区，自2002年7月23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11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何惠祥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联系电话： 0756-
6251206）。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金荣申请宣告郑娥英死亡一案，经查：

郑娥英，女，194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原住汕头市金平区
陵海五巷 1 号 04。郑娥英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外出一直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郑娥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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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其彪申请宣告何其麟失踪一案，经查：何其

麟，男，广东省中山市人，1970年 7月 6日出生，原住中山市
石岐区逢源西横巷 7号。1997年 7月离家出走后失踪，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何其
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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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岳武申请宣告陈炎卿死亡一案，经查：
陈炎卿，女，汉族，1973年1月30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揭阳
市榕城区榕东西陈村向东围八巷八号之十八，身份证号码
440525730130344。陈炎卿于 1996年初因精神不正常走失，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炎卿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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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俊兰申请宣告伊成银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伊成银，男，195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正阳街道永青社区 153组卜奎南大街永
青小区25号楼5单元402室，自2001年3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伊成银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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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侯瑞申请宣告韩书香失踪一案，经查韩书香，
女，194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祁
各庄镇窝坨村。于2007年6月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韩书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庆华、尹峰申请宣告尹加祥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基本情况尹加祥于 1999年 10月 17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尹加
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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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蓉芳、廖言申请宣告刘军姝失踪一案，经查：
刘军姝，女，197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邵东
县简家陇乡双板桥村二组，于2010年4月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刘军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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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纪红申请宣告谈敏失踪一案，经查，谈敏（身
份证号：42282619861209402x），女，1986 年 12 月 9 日出生，
土家族，湖北省咸丰县人，住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排上村十四
组，于 2010年 3月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小龙申请宣告龙玉芳失踪一案，经查：龙玉
芳，女， 1974年 4月 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洞口县洞口镇
人 ， 农 民 ， 住 洞 口 县 洞 口 镇 双 联 村 五 组 ， 身 份 证 号 ：
432624197404180325。于2012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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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龙玉芳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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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玉琴、李润涛申请宣告高永桂、彭灶庄失踪一
案，经查：高永桂，男，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祁阳
县白水镇东川村一组，其于 2009离家出走；彭灶庄，女，汉
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祁阳县肖家村镇护民村二组，公
民身份号码 432928198306173726，其于 2010年 3月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
高永桂、彭灶庄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高永桂、彭灶庄失
踪。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利国申请宣告李军荣失踪一案，经查：李军
荣，女，1974年 10月 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耒阳
市哲桥镇樟树村 8 组于 2011 年 2 月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军荣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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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铭明申请宣告李景春失踪一案，经查：李景
春，女，30岁左右，汉族，农民，住广东省白县水东镇上排街
2 号于 2011 年 8 月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景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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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冬秀诉被申请人刘晚生申请宣告公民死

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刘晚生，男，1935年 2月 4日生，汉
族，户籍所在地南昌市西湖区萝卜巷 25号，于 2010年 6月 19
日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四年之久。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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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美英申请宣告李春阳死亡一案，经查: 李春
阳，男，1939 年 9 月 5 日生，吉林省舒兰县人，身份证号码:
362101193909050018，原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曹老巷 7 号，
系陈美英的丈夫，于 1991年 6月初，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春阳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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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耀斌诉张建军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经
查: 张 建 军 ， (1976 年 5 月 28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362427197605280015，户籍地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泉江镇西门
6号)因患精神病于2005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张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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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遂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朴勇男申请宣告朴银实死亡一案，经查朴银实，

女，1980年1月18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延吉市建工街延
水委13组，公民身份号码222401198001181243，2010年4月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其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朴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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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崔国燕申请宣告崔凤贺失踪一案，经查，崔

凤贺，男，汉族，1958 年 12 月 19 日生，住址调兵山市小康
住宅 8-3-602。崔凤贺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崔凤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宣告崔凤贺失踪。

[辽宁]调兵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军、杨玉林、杨敏申请宣告杨良清死亡一

案，经查，杨良清，男，生于 1934 年 11 月 5 日 （身份证
号 码 ： 511123193411050016）， 汉 族 ， 居 民 ， 住 四 川 省 犍
为 县 玉 津 镇 油 榨 街 59 号 。 杨 良 清 于 2009 年 6 月 离 家 外
出，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无音讯，下落不明已超过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杨良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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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犍为县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本报海口7月9日电 昨天，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
告人郭支红故意杀人案，并当庭作出宣
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郭支红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和10月，
被告人郭支红向被害人郭某分两次共借
款10万元，并出具两张借条。2013年11
月，郭某催促郭支红归还欠款，同年12月
初，郭支红以到海口市便可拿到钱还款
为由，要求郭某一同前往海南，后又谎称
已于 12月 2日先行到达海口，要求郭某
将上述两张借条带到海南。12月9日，郭
某依约乘飞机从湖南长沙飞往海南三
亚，郭支红得知后则于 12月 9日从长沙
乘机飞往三亚，并在三亚市接上郭某。

12月11日，郭支红和郭某从三亚到
达海口，12月 12日，郭支红带郭某到海
口市万绿园游玩后，便带郭某到龙华区
滨海新村一理发店理发。12日19时许，

郭支红趁天黑下雨，到滨海新村海景湾
大厦旁路边，用工具将一处下水道的井
盖勾开，用事先准备的硬纸板铺在井口
处作为伪装后，回到理发店接上郭某。
郭支红谎称要搭乘出租车回住处，带领
郭某快速从其布置的下水道井口处经
过，并用雨伞挡住郭某视线，又故意用身
体挤压，致郭某踩空后下半身掉入下水
道井口中。郭支红见郭某挣扎想爬上
来，遂用手用力摁住郭某肩膀等部位将
其强行推入下水道内，不顾郭某的呼救
将井盖盖上，并用脚将井盖踩严实。为
防止郭某爬出，郭支红又找来一块木板
盖住井口并将一片硬纸板丢弃在相邻的
另一井盖上作为掩饰。期间，郭某因挣
扎导致身体皮肤擦伤。随后，郭支红赶
回住处，将郭某包内的两张借条撕毁，将
郭某携带的物品丢弃，并于次日上午 8
时许乘飞机离开海口。

郭某在下水道内被困60余小时，直

至12月15日上午，郭某用自己的衣物结
成绳子挂在下水道内的电缆线上，顺着
绳子往上爬将井盖推开并呼救，被群众
发现后获救。经法医鉴定，郭某所受伤
情为轻微伤。12月20日，郭支红在湖南
省被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支红的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为杀害被害人，经
过预谋、设计将被害人推入下水道，由于
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杀人未得逞，被害人
所受损伤为轻微伤，属于故意杀人罪的
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
轻处罚。但鉴于被告人郭支红的故意杀
人行为属于实行终了的未遂，主观恶性
极大且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
险性大，法院不予从轻、减轻处罚，依照
刑法相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
人郭支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人郭支红表示要上
诉。 （敖日丹 胡坤坤） 宣判之后的郭支红。 黄叶华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通讯员
徐鹤文） 86 名小区业主先后以住宅项
目未按规定建设人防设施、厨房面积不
符合住宅设计标准等为由陆续起诉，请
求法院撤销行政机关颁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相关
的《商品房准交证》，并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解决
民事问题带动行政案件化解，经过一年
的不懈努力，日前256件行政诉讼案件
全部成功化解。

2013年6月，居住在中新天津生态
城的业主李某将生态城管委会告上法
庭。原告诉称，2011 年与第三人开发
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2013年在验

房过程中，发现厨房实测面积不足、
供水管线铺设存在漏水隐患、消防设
施不全、防盗系统未启用等很多问
题。在住宅商品房项目没有竣工的情
况下，被告核发了 《商品房准交证》，
第三人据此交付了不合格的商品房，
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请求法院依
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 《商品房准交
证》。

而被告生态城管委会则认为，作为
中新天津生态城区域内的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商品房准交证》属法定职
责，在第三人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的情
况下，依法核发《商品房准交证》程序
合法、证据充分。被告仅负责对建设单

位已竣工验收的建设工程进行备案，并
不负责核准验收。原告提及的相关问
题均属民事范畴，不在 《商品房准交
证》的审查范畴，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自 2013 年 6 月起，86 名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业主先后将生态城
管委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被告
为小区项目颁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
可证》、《施工许可证》 及 《商品房准
交证》，要求经济赔偿，共形成 256 件
系列行政诉讼案。虽然业主们的诉求
是撤销“三证”，但项目涉及的具体行
政行为多达 16 个、辐射住宅区上千户
业主。

办案法官高度关注群众诉求，采取
“以解决民事问题带动行政案件化解”
的工作策略，通过邮件、电话、传真、
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与每位涉诉业主联
系沟通，与业主代表进行 12 次面对面
的沟通座谈，并与其委托的律师团队定
期沟通，全面倾听和把握诉求。还先后
5次到涉案楼盘实地调查核实，组织人
防、消防、建设、规划等行政机关就案
件所涉问题进行现场勘查和解答，消除
业主的合理怀疑。

法官将案件进展情况及时通报行政
机关，并对其颁发“三证”具体行政行
为的事实、证据、程序进行严格审查，
使行政机关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瑕疵，

充分听取法官对解决行政纠纷的意见
建议。同时，在全面把握业主们因政
策调控、房价下跌、心理失衡而起诉
的深层次原因后，就其反映的逾期交
房、装修、配套问题与开发商进行多
次沟通，组织开发商与业主代表展开
了5轮圆桌会谈，敦促开发商全面整
改和维修，最终促使民事争议问题达
成和解协议。

“三证”虽存在瑕疵但并不存在
违法情形，业主要求撤销“三证”的
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相关民事
权益得到了合理补偿，最终该系列案
件以244件撤诉、12件判决驳回且无
一上诉而圆满结案。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付 臻）员工违反公司的奖惩规定被公
司开除，劳资双方因争议而诉至法院。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
这一案件作出判决，用人单位龙昌公司
因未履行向劳动者告知义务解除劳动合
同而败诉，被判赔偿员工2.4万元。

2008年9月，王鸿因劳务派遣到龙
昌工业公司处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2013年 9月 1日，双方续约，约定
王鸿为龙昌工业公司的品质检验员，合
同期限三年，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试用期满后的月
工资为 2090 元。王鸿如有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或者公司规章制度的，严重失
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的，因其他错误行为给公司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或其他重大损害的，龙昌工业公
司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须支付
经济补偿。

2013年9月，王鸿在工作时触按机
台操作按钮导致一同事手指被烫伤。之
后，龙昌工业公司向王鸿发出《违纪处
罚通知书》，以王鸿违反安全规则越过
防护隔离挡板进入员工操作机台区域，
触动按钮以致机器动作产生安全隐患为
由，给予王鸿黄色警告处分。

2013 年 11 月，龙昌工业公司再次

向王鸿发出《违纪处罚通知书》，以王
鸿隐瞒、编造事实为由，给予王鸿红色
警告处分，并根据公司《奖励与惩罚规
定》 ——员工违纪累计扣分满 10 分，
公司将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决定给
予王鸿开除的处罚。王鸿在两份《违纪
处罚通知书》上均签名。

2014年3月，王鸿向厦门市海沧区
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龙昌工

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9万元。4月，海沧仲裁委作出裁决，
龙昌工业公司应一次性支付王鸿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4万元。龙昌工业
公司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于5月向海沧
法院提起诉讼。

海沧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龙昌工
业公司与被告王鸿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双方应按

约严格履行。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有处分的决定权等，但应
依据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法规、劳
动合同等规定，且处分程序应经法定
程序并向劳动者告示或告知。龙昌公
司未履行该义务，应当就其行为向王
鸿予以赔偿。

海沧法院认为，龙昌工业公司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向王鸿支付
二倍于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王鸿自
2008年9月起与龙昌工业公司建立劳
动合同关系，工作至 2013 年 11 月，
工作年限5年多。据此，海沧法院判
决龙昌工业公司应向王鸿支付的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2.4万元。

86名业主状告天津生态城管委会要求撤销“三证”赔偿损失

256件系列行政诉讼案得到圆满化解

员工违反奖惩规定被开除

公司未履行公示义务被判赔偿

就本案的争议焦点，记者采访了承
办法官颜思远。

颜思远介绍，我国劳动合同法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
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
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
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
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
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

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
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
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
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
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
告知劳动者。

本案中，龙昌工业公司主张王鸿违
反公司《奖励与惩罚规定》，但并未向
法院提交《奖励与惩罚规定》的相关内
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就该规定向
王鸿进行公示或告知，故《奖励与惩罚

规定》不能作为本案处理之依据。
另外，王鸿工作中触按机台操作

按钮导致其他员工受伤，龙昌工业公
司应举证证明已就机台的操作进行安
全生产培训，王鸿系违章操作导致其
他员工受伤，但龙昌工业公司没有举
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龙昌工
业公司认定王鸿违章操作、违反安全
规则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龙昌工业公司主张王鸿隐瞒、编
造事实，但未具体说明也未举证，不
予采信。王鸿在工作中确实存在操作
疏忽，导致其他员工受伤，但其情节
并未严重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龙
昌工业公司对王鸿作出开除决定，解
除与王鸿的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属于
违法解除。

向员工告知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连线法官■

本报讯 夫妻受雇在养猪场做工，
却因夜里睡觉使用煤炉取暖，双双煤气
中毒，均构成八级伤残。近日，江苏省
启东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雇主陆
某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补偿原告经济
损失的20%，共计13.58万余元。

2012 年底，王某、龙某来到陆某经
营的养猪场工作，并被安排在养猪场住
宿。2013 年 3 月 7 日早晨，两人在宿舍
睡觉时因发生煤气中毒被送往医院抢
救，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经
法医鉴定，两人均构成八级伤残。多次
向雇主索赔无果，两人遂将陆某告上法
庭，请求赔偿68万余元。

法庭上，陆某辩称，事发时已是 3
月初，天气已经回暖，养猪场禁止职工
夜间在宿舍使用煤炉，两原告应该自行
承担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系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使用煤炉潜
在的人身伤亡事故隐患，但擅自将煤炉
拿到宿舍取暖，且未开窗通风，造成了事
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且事故未发生
在原告劳务时间内，故原告请求被告赔
偿经济损失的依据不足。考虑到原告在
被告提供的养猪场宿舍中受到损害，雇
主作为受益人，应予适当经济补偿，遂作
出上述判决。 （张桂花 王林萍）

煤炉取暖夫妻煤气中毒
法院判受益人补偿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