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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宣判一批涉黑刑事案件
一涉黑案主犯构成十三个罪名二审被判死缓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2月13日（总第7271期）

2017年10月20日，本院根据北京颐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颐福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颐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现颐福公司资产总额为138.87元，其中现金为116.77元，银行存款
22.1元。负债总额为1 588 039.01元，其中应付职工薪酬238 610.59元，应
付福晚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晚公司）债权1 349 428.42元。
为保证破产清算程序顺利进行，股东福晚公司垫付5万元，用以支付本案的
破产清算费用，故颐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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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2月7日
裁定宣告北京颐福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北京颐福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2017）粤13破17-3号，本院根据惠州市惠阳太东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7日裁定受理惠州市惠阳区鸿裕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2月29日指定广东卓凡律师事务
所为惠州市惠阳区鸿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惠州市惠阳区鸿裕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3月28日前，向惠州市惠阳区鸿裕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下埔滨江大厦11号楼堤
上三楼；负责人：徐向辉；联系电话：罗家和：15815378632，陈敏粤：
18824863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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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其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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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惠阳区
鸿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惠州市惠阳区
鸿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4
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江北段41
号）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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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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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鼎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
29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森海诺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森海诺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管理人。深圳市森海诺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3月
26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
中心9-10楼；联系人：沈观涛、邱泽铃；联系电话：0755-33256480、
33256953；传真：0755-3320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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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4月3日以书面形式召开。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债务人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6）粤2071民破6号】，并于2017年
1月20日指定中山同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
为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2月28日前，向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中山市雍景园置地广场38号；
邮政编码：528400；联系电话：0760-88360288总机或13928151530曾
兴风律师、徐子君实习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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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市天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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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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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月10日裁
定受理梧州市金荣砼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10日指
定广西顺景律师事务所为梧州市金荣砼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梧州市金荣
砼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4月8日前，向梧州市金荣砼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西梧州新兴二路300号鸿润广场4单元4楼广
西顺景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543002；联系人：李子波律师；联系电话：
13507740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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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金荣砼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梧州市金
荣砼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4月23
日9时30分在苍梧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地点：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龙城
路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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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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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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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苍梧县人民法院

河北恒祥医药集团扁鹊制药有限公司重整一案，管理人依据有
关规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有关扁鹊公司的基本情况、对重整投
资人的要求等招募公告细节，详见管理人发布在邢台法院网及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的《重整投资人
招募公告》。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话：15832940500;报名地址：河北
省邢台市内邱医药生产基地河北恒祥医药集团扁鹊制药有限公司
管理人办公室。 河北恒祥医药集团扁鹊制药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河南省中牟造纸厂的申请于2017年12月30日裁定受
理河南省中牟造纸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29日指定河南省
中牟造纸厂清算组为管理人。河南省中牟造纸厂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90日内，向河南省中牟造纸厂管理人（通讯地址：中牟县商都大街
中央御景花园7幢19层1903室；邮政编码：451450；联系人：康为民、王
梦珂、曾留洋；联系电话：13526589082，13721404225，1333386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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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中牟造纸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中牟造纸
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22日9时在中牟
县人民法院二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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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裁定张家港保税区三丰友华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对苏州新镕安商贸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指定苏州恒安
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请你在2018年3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常熟市珠海路23号隆盈广场A座九楼901室；邮政编码：215500；联
系人：徐海，手机号码：13801572120；管理人工作网址(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WWW.pccz.court.gov.cn】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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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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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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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3月30日下午13时30分在江苏
省常熟市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苏州新镕安商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
产。股东冯耀球、孙建明在2018年2月28日前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负有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帐簿、文书等资料的
法定义务。法定代表人冯耀球负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询
问的法定义务。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宜兴市联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
年11月10日裁定受理江苏兴邦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兴邦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17日指定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为
江苏兴邦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
年2月2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
镇塍东南路98号规划展示馆3楼；邮政编码：214200；联系人：江苏兴邦
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负责人 吴呈涵；电话：0510—82723155、
82723166，手机号码：15861566111）本院定于2018年3月7日在本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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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或个人身份证明等。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清徐县粮食局面粉厂破产清算一案，经清算其
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清民破字第1-10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山西]清徐县人民法院

2013年11月7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指定本院审理申请人四
川泸州厚利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
14日裁定受理本案。查明，截至2017年6月5日，四川泸州厚利纺织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共8位，债权总额为281，088，832.81元。另查明，
四川泸州厚利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有资产只有划拨土地一宗和
少量破旧厂房，2015年11月16日，经四川荣盛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破
产人的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为0，土地的评估价值为1，386，183.00元。
破产管理人于2016年委托泸州宝元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该宗土地，该
宗土地经三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此后管理人采用竞标
价的方式竞卖该宗土地，最终由竞买人泸州裕荣纺织有限公司以30万
元的价格竞买成功。而四川泸州厚利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案件应支付的破产费用共计328000元。2017年6月20日召开的四川
泸州厚利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上，管理人在债权人大会
上报告了本案的破产费用情况，债权人未提出异议。破产人现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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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裁定终结四川泸州厚利纺织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四川]泸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裁定受理了广东省社会
福利（集团）公司对广东八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一案
（[2017]粤01强清51号），并同时指定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八
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清算组。经清算组调查，广东八福珠宝金行有限
公司无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且人员下落不明，已无法清算，故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于2018年2月6日以（2017）粤01强清5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一、终结广东八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二、广东八福珠宝
金行有限公司清算组持本裁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上述裁
定书自2018年2月6日起生效。法院联系方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8号；联系人：曲卫东法官020-
83210404。 广东八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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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2月12日电 今天，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志伟等 16 人犯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
一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处主犯陈志伟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财产 1000 万元，罚金
1820 万元；分别判处其他罪犯有期徒
刑十五年至二年，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志伟于2002年
在广州市原芳村区经营迪士高酒城、酒
店夜总会、游戏机室、网吧、餐厅期间，纠
集多人在经营场所纵容毒品贩卖、游戏
机赌博，牟取非法利益，建立黑社会性质
组织，有组织地实施盗窃、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容留
他人吸毒、行贿、绑架、高利转贷、窝
藏、包庇、妨害作证、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
公共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志伟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该组织成员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人重
伤、多人轻伤；开设赌场，情节严重；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多次寻
衅滋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以转贷牟
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
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指使
他人作伪证，情节严重；容留他人吸食
毒品；盗窃国家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
财物，帮助其逃匿，情节严重；故意销
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
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
人员以财物；并在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
织之前，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殴打
被非法拘禁人员，应当从重处罚，其行
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

索罪，寻衅滋事罪，高利转贷罪，妨害
作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盗窃罪，窝
藏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行贿罪，
非法拘禁罪。上诉人陈志伟犯罪性质恶
劣，危害后果严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
的犯罪分子，应予严惩。

同日，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对林
水涉黑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
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判处林水
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00 年起，
林水参加了以郑运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在阳西县境内进行开设地下赌
场、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他人、强建电站、
强买山林、以暴力垄断勒螺收购生意等
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2005 年，林
水等人又在溪头镇开设地下赌场牟取巨
额非法利益；以暴力或暴力胁迫的手段
垄断当地勒螺收购市场，强买强卖，造成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水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参与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
伙同他人持枪、刀抢劫他人财物，开设
赌场，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和开设赌场
罪，严重损害当地群众利益，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依法应予严惩。

另外，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同日
对吴志杰等三人抢劫一案进行一审公开
宣判，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吴志杰有期
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4 月至
2017年4月间，吴志杰等人多次于凌晨
在广州市白云区持刀、棍等作案工具抢
劫公民财物，共劫得多辆摩托车，并将
一人殴打至轻微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吴志杰等人多次
结伙持械抢劫公民财物，已构成抢劫
罪，严重扰乱治安管理秩序，社会影响
恶劣，依法应予严惩。

（温晓雅）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叶起胜） 因宠物狗在小区内被汽车轧
死，不满赔偿数额，安徽省芜湖市光
华星城小区保安周少华残忍制造灭门
惨案。2 月 11 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下达的对
周少华执行死刑的命令，对其依法执
行死刑。

41 岁的周少华是芜湖市镜湖区光
华星城小区的秩序维护员，负责小区的
治安保卫工作及辖区内正常秩序维护。
2016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许，周少华
的女友陈某在小区内遛狗时，因未牵狗
绳，狗被开车路过的该小区业主周某轧
死。周少华遂以福田物业工作人员的身

份赶至现场调处，因周某急于上班，便
在纸上留下了联系方式交给周少华后离
开。

当晚，周少华来到周某家里，与周
某夫妇协商并要求赔偿 5000 元，双方
就赔偿数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让
周某夫妇考虑两天后再答复。

次日下午5时许，周少华接到周某
电话，告知其只能赔偿 1500 元，周少
华对此赔偿数目表示不满，遂产生报复
周某的念头。当晚，周少华下班后在4
楼水井房取出之前藏匿的“野猪矛”，
再次前往周某家。因周某夫妇不同意赔
偿 5000 元，周少华拿取藏匿的“野猪
矛”，连续刺击将周某刺倒在地，后又

将周某的丈夫蔡某刺倒在地。接着, 周
少华欲自上而下刺戳蔡某背部中间，因
蔡某、周某的女儿蔡某尖叫，长矛刺
偏，从蔡某左腋后刺入、贯通至左胸
前。行凶后，周少华将“野猪矛”丢弃
在室内，虚掩周某家防盗门退至室外，
在11楼楼道内拨打110报警电话投案并
等候，被出警民警抓获。

周某 11 岁女儿在周少华离开后，
从室内反锁防盗门，并相继拨打 110、
120求救，后在从卧室走入式衣柜内的
窗户攀爬至窗外时，从十一楼坠落至地
面，经抢救后不治身亡。

芜湖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少
华为琐事泄私愤，持矛多次捅刺被害人

蔡某、周某的胸、腹、背部等要害部位
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周少华的杀人行为导致被害人之女
蔡某攀爬至窗外坠楼身亡。其犯罪手段
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
果特别严重，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和
社会危害性，属罪行极其严重。虽然周
少华案发后主动投案，归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但是鉴于该案
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周少华的
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经济损
失，依法应予赔偿。

2017年3月9日，芜湖中院对周少
华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周少华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周少华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2万余元。

宣判后，周少华提出上诉。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于2017年8
月 21 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
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宠物狗被轧死 不满赔偿制造灭门惨案
一凶犯被依法执行死刑

本报讯 法律在赋予劳动者广泛权
利的同时，也对劳动者提出了很多义务
性要求，如在离职时，员工有义务完成
工作交接手续。而供职于一家贸易公司
的邱女士，离职时却拒绝向原公司提供
工作电脑的开机密码，并删除了电脑里
存储的重要文件。公司只得聘请专业公
司，解除密码并恢复数据。近日，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邱女士应承
担密码解锁及数据恢复费用9200元。

案情：员工拒不移交密码和资料

2011 年 10 月，邱女士进入这家公
司工作，担任营业部业务助理。2016年
11月底，公司与邱女士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并对其进行了经济补偿。邱女士离
职后，原公司同事多次通过微信等，要求
其告知工作电脑密码，并移交电脑内的
文件，但邱女士明确表示拒绝。

沟通未果，公司向邱女士发出律师
函，要求其解锁电脑密码，并移交电脑
中的所有资料。而邱女士则申请了劳动
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最后半个月

工资。公司提出反请求，要求邱女士交
付电脑密码和资料或承担维修费用。最
终，仲裁裁决支持了邱女士的申请，但因
维修费尚未发生，未支持公司的反请求。

员工：公司未规定不能删除文件

此后，公司委托了一家专业的技术
公司，对邱女士的工作电脑进行密码破
解和硬盘恢复，并为此花去了 9200
元。在公司看来，这笔费用理应由邱女
士承担，遂将其诉至法院。

庭审中，邱女士辩称，其离职当日
即完成了工作电脑及物品的移交，公司
并未提出异议。其使用的电脑系公司分
配给每位员工各自使用的，并未存储过
任何重要文件，不足以影响公司正常开
展业务。

邱女士表示，在移交电脑前，其删
除了部分与私人有关的文件，这是任何
离职员工都会进行的操作，公司从未禁
止删除电脑文件，劳动合同中对此也无
任何约定，自己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她
还强调，公司支付的数据恢复费用远超

市场价格，存在伪造可能。

法院：工作交接应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

法院经审理认为，邱女士在离职时
虽进行了工作电脑的物品交接，但事后
公司发现该电脑有其设置的密码尚未解

锁，故通过微信、短信及律师通知函通
知其告知密码，并移交资料，其有义务
配合完成。鉴于邱女士在仲裁及案件审
理期间，均未告知电脑开机密码，并在
离职前删除了电脑中的资料，贸易公司
委托专业公司进行解锁及恢复硬盘数
据，所产生的维修费用要求邱女士承
担，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至于维修费用金额，贸易公司已经
提供了增值税发票、支付凭证及网络科
技公司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其支付了
费用 9200 元。邱女士虽然对维修费的
金额表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
以反驳，故法院对邱女士的异议不予采
纳。 （汤峥鸣 朱万新）

离职时擅自删除工作文件

一员工被判赔偿数据恢复费用

劳动者有按照双方约定，遵循诚实
信用的原则办理工作交接的义务。为保
证用人单位相关工作的有序、顺利进行，
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劳动者应
当返还公司的财物以及相关经营资料，
包括存储在电脑硬盘上的相关数据及文
件。

邱女士虽在离职时将电脑返还给公
司，但却以与公司存在工资争议为
由，拒绝告知密码，并删除存储在硬

盘上的数据文件，对此邱女士完全可
通过合理的途径予以解决，但其以拒
绝告知密码和删除文件的方式激化矛
盾，显属不当。虽然公司没有明文禁
止员工删除硬盘上的文件，但保证公
司财物和相关经营数据文件的完整性
是劳动者理应遵守的基本义务，在未
得到公司许可下，员工不得擅自删除
公司经营文件，邱女士的相关主张难
以得到法院支持。

工作交接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法官说法■

本报曲靖2月12日电 今天，云
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向7岁女
童小涵的生母赵某送达一审判决书，
撤销其对小涵的监护权，指定云南省
曲靖市儿童福利院作为小涵的监护
人，赵某表示，她愿意放弃对孩子的监
护权。

2011 年，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
的赵某经人介绍，与同镇的村民胡某
同居，同年生下小涵。因二人关系不
和分手。胡某认为孩子不是其亲生
的，坚持不抚养小涵。2015 年，赵
某与同镇村民陶某同居。

2016年3月，当地妇联接到群众
反映，5 岁的小涵长期被陶某殴打。
随即联合镇、村委会及派出所、司法
局等多部门前往当事人家中了解情
况。经仔细查看，孩子身上并无新
伤。调查人员对陶某进行了严厉批评
教育，派出所还对陶某出具了告诫
书，陶某当时满口承诺不再打小涵。

但事后，陶某又多次殴打小涵。
2017年8月，妇联干部再次接群众反
映后，发现辍学在家的小涵全身有多

处明显伤痕，头顶伤口流着脓液，左手
手臂骨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小涵的手臂已变形，无法自如活动。
经了解，赵某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抚养
小涵，希望得到社会好心人士的收养。

鉴于赵某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
小涵的合法权益，当地妇联遂向法院
请求撤销赵某的监护权，并指定曲靖
市儿童福利院为小涵的监护人。

经司法鉴定，小涵全身烫伤、愈合
疤痕、陈旧性疤痕共 12 处，头部头皮
疤痕长度累计18CM，上前牙脱落，左
上肢骨折。综合评定伤为轻伤一级。

今年1月22日，麒麟区法院在案
发地设置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撤销监护权案件。

法庭经审理认为，赵某作为小涵
的母亲，在孩子长期受到伤害的情况
下，不仅未能对其进行保护监护，反
而在相关部门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批评
后将其遗弃不管，其行为已经严重损
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
孩子的监护人。遂作出上述判决。

（区鸿雁 朱恩弘）

女童受到长期虐待其母未能保护

妇联起诉撤销监护权获支持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温 萱）记者日前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裁定批
准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吉尔达鞋业）重整计划，此举意味
着温州首例民营企业预重整获得成
功。

吉尔达鞋业是中国皮革工业协会
重点骨干企业，连续五届获得“中国
真皮鞋王”等称号，具有较高的企业
价值及品牌价值。由于受到金融危机
和担保链的影响，经营陷入困境。
2013 年 11 月，温州市政府将吉尔达
鞋业列入重点帮扶解困企业。因吉尔
达鞋业无法摆脱困境，2017年2月24
日，市政府决定对吉尔达鞋业创新启
动预重整。同年5月11日，温州中院
对吉尔达鞋业进行诉前登记。

据悉，预重整将司法重整程序前
移，效率明显提高。从2017年12月

18 日吉尔达鞋业向温州中院申请重
整，到今年2月7日吉尔达鞋业重整
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
计划 （草案）》，再到温州中院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全程仅用时 50 天，
即高效化解了企业债务危机。

据了解，吉尔达鞋业的账面负债
6.83 亿元，涉及 15 家银行及十余家
担保企业。经协商，吉尔达鞋业与各
担保企业和银行债权人达成暂缓担保
责任和债权追究的一致意向，防止担
保链风险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法院通
过对吉尔达鞋业的保证人释法明理，
促使保证人参与重整工作，形成债权
人、债务人、保证人共同参与协商解
决债务的清偿方案，由保证人代为清
偿担保贷款共计 5355 万余元，为吉
尔达鞋业预重整成功打下坚实的基
础，同时也进一步化解了吉尔达鞋业
的担保链风险。

温州首例民企预重整案完成

本报广州2月12日电 今天，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揭阳女学生蔡某
被电信诈骗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陈
明慧、范治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
等5 名诈骗主犯的上诉，维持原审对
陈明慧等5名诈骗主犯的量刑。

被告人陈明慧、范治杰、高学
忠、叶奇峰、熊运江诈骗，熊运江危
险驾驶，林诗雅、陈李亿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一案，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一审宣
判，被告人陈明慧犯诈骗罪，被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范治杰、
高学忠、叶奇峰犯诈骗罪，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十三年，并处罚
金40万元至60万元不等；被告人熊
运江犯诈骗罪、危险驾驶罪，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21 万
元；被告人林诗雅、陈林亿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一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

宣判后，陈明慧等人提出上诉。
广东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
行了审理。

广东高院认为，上诉人陈明慧、
范治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
伙，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利用

“钓鱼网站”链接、发送诈骗信息、拨打
诈骗电话等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
施诈骗，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诈
骗数额特别巨大，骗取包括多名未成
年人、在校学生在内的众多被害人的
财物并造成一人自杀，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大，原审判决对其量刑适
当。上诉人林诗雅明知他人实施犯
罪，仍多次提供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协助转移赃款，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二审根据查明
的犯罪事实，认定其非法出售的POS
机为诈骗犯罪转移资金数额 420 万
元，依法对其改判有期徒刑二年零六
个月。 （温晓雅）

揭阳女学生被电信诈骗案二审宣判
五名主犯上诉被驳回 一被告人被判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