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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三亚汉派商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三亚汉派商行（冯传显）：
经查，你（单位）经营标签、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治

疗功能的食品“玛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进行没收违法所得 451 元并处罚
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由于无法与你商行及你本人取得联系，根据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请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三
亚市政务服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地址三亚
市新风路，市政府办公楼旁，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 6 个月内依法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23 日

溺水身亡 家长状告获救同事

2015 年 7 月 18 日，何东阳和其他 5 名同
事经工作单位派遣外出安装光纤。

“下午 2 点多吧，我们一起从辽宁辽中区
的公司出发，开了两辆车，何东阳坐其中一
辆车。安装完我们往回走，走到辽中区中心
转盘时，有人提议说去辽河抓螃蟹，那会是
下午 3 点多，我们一起到城郊镇一个村坝外
铁路桥下的辽河旁，把挂鱼的网下到河里，
人也都下到水里。”同事小李事后回忆。

“准备收网了，就听见马某喊救命，说他
那块儿水深，他不会游泳。何东阳和另一名
同事当时在河边，听到呼救后他俩往马某那
个方向跑，还有一个同事随后也跟他俩跑，
然后 3 个人都下河去救马某。等我过去跳进
河里时，他们几个都被水流冲走，想往回游
却游不回来了。我先拽上岸一个，然后又把
马某拽上来了。”同事老王介绍。

马某最终获救，何东阳溺水身亡。
“事后，马某说何东阳是自己玩水出的

意外，和救他没关系。我虽然没在现场，不
过他的同事都说是去救人了，而且这孩子从
小就总帮人。孩子人已经没了，这是他做的
最后一件好事，帮他讨个说法，是我这个当
妈的最后能为他做的事儿。”李艳说。

何东阳的父母将马某告上法院，2016 年
8 月 18 日，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
起见义勇为受害责任纠纷案。

法院终审认定“救助行为”

“等我醒来时在岸边趴着呢，我后来得
知是同事老王救的我。何东阳是在玩水过
程中发生的溺水身亡，不能归于救助行为所
导致，是意外事件。”马某表示。

法院审理后认为，何东阳在听到同事马
某呼救后，及时实施救助，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这种美德应予以弘扬，受益人马某对何
东阳之死造成的各项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何东阳之死给父母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
害，马某应给付相应的精神抚慰金予以补偿。

法院一审判决马某补偿李艳和爱人共
计 22 万余元。

“何东阳是掉入深坑溺水，并不是救助
我，而且河水太急被冲走，单位和主管部门都
没有对他的见义勇为进行认定。”马某上诉。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依据公安机关笔录，相关证人证言以

及本案的其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何东
阳在救助过程中被水流冲走不幸溺水身亡，
符合法律事实；政府和单位是否授予见义勇
为称号，不影响法院依据法律和事实公正审
理。何东阳在客观上实施了想尽力保护马
某的行为，对其溺水身亡造成的损失，马某
作为受益人依法应对何东阳的死亡承担相
应的补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表示。

日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马
某上诉，维持原判。 (辽晚)

保险公司因工作失误发放巨额红包，业
务员收取后拒绝返还。福建福安市人民法
院 8 月 29 日披露，该院审结一起不当得利纠
纷，判决黄某返还不当得利 90117 元及孳息。

黄某系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该保险公
司 2015 年 11 月推出“群雄逐鹿琅琊榜”APP
活动。该保险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布潜在客户
名单，由业务员转化名单客户签单；每天成功

转化前 50 名客户的业务员，荣登每日琅琊先
锋榜，获得8-288元不等的随机旺财红包。

2015 年 12 月 11 日，该保险公司公布中
奖名单，黄某处于先锋榜 48 名。2015 年 12
月 11 日，该保险公司通过某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向黄某帐户转入 90405 元后，该款被黄某
取走。此后，该保险公司几次要求黄某返还
该款未果。

承办法官指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
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
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该保险公司推出的 APP 活动进行了公
布宣传，承诺符合条件的业务员可获得 8-
288 元不等的随机旺财红包。黄某参与活动
并中奖，保险公司应当遵守承诺向黄某发放
8-288 元不等的随机旺财红包。

现该保险公司因工作失误向黄某实际
发放 90405 元，黄某获得活动规则限定的最
高额 288 元以外部分 (90117 元)没有合法根
据，属不当利益，保险公司因此受到损失，黄
某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该保险公司。

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返还该保险公司
不当得利 90117 元及孳息。 (中新)

急刹车致乘客摔伤
客运公司被判赔15万元

2016 年 7 月 9 日，容某（甲方、包车方）
与广东佛山某运输公司（乙方、承运方）签
订了《广东省客运包车合同》，约定包车时
间自 2016 年 7 月 10 日至 15 日、承运车辆为
大型客车等包车具体事项以及双方权利
义务、违约责任等。同时，运输公司还配
备了具有相应从业资格的驾驶员蔡某来
提供客运服务。

合同签订次日，温某乘坐蔡某驾驶的
大型客车外出旅游，期间，由于驾驶员急
刹车而致温某摔倒并导致其腰部受伤。
后经司法鉴定所鉴定，温某被评定为九级
伤残。事后，温某起诉运输公司，要求其
赔偿各项损失合计 20 万余元。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乘坐被告
的营运车辆，双方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
关系。被告作为承运人，由于被告未能安
全运载，导致原告在运输途中受伤，而本
案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受伤系由其自身健
康原因造成或原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被告应对原
告受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应向原告赔偿营
养费、鉴定费、误工费及交通费，合共 15 万
余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金羊）

北京一孕妇驾车玩手机

撞死老人获缓刑
在驾驶轿车时，因为低头查看手机，

王女士没有发现人行道上的行人，导致轿
车撞向行人张先生。最终张先生经抢救
无效死亡。后王女士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被起诉到北京延庆法院，记者获悉，近日
延庆法院审理了此案，法院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王女士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缓刑 2 年
6 个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女士驾驶
机动车没有避让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
人，而且驾驶车辆使用手持电话，造成一
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责
任，其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
予刑事处罚。

鉴于王女士是怀孕妇女，根据王女士
的犯罪性质、情节以及犯罪后果，最终判
决被告人王女士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缓
刑 2 年 6 个月。 （北青）

捡信用卡消费，会受何种刑罚？
万宁赵先生:我弟弟捡到一张信用卡，试着去消费结果

成功了，于是他刷卡消费了 1 万多元。后来警察找到他，他
主动交代了捡卡和消费的经过，现在已被取保候审。警察
说，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但我弟弟并没有诈骗，
卡也不是偷来抢来的。请问，我弟弟真的涉嫌犯罪了吗？消
费掉 1 万多元的东西，大概会被判刑多少年？

回复：赵先生的弟弟由于捡了他人的信用卡并冒名消
费，已涉嫌构成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我国

《刑法》第 196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
动，数额较大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2 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因赵先生弟弟的犯罪情节轻微、危害后果不大，如果能
及时退还 1 万多元的话，受到的刑罚处罚不会太重。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
定，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条幅，或以书写、喷涂标语等方式
宣扬邪教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案例】丁某，男，60 岁，初中文化，工人。2006 年开始参
加“法轮功”邪教组织，多次非法登陆境外“法轮功”网站下载
有关资料，购买电脑及打印机等工具，制作、复制“法轮功”邪
教组织宣传品用于散发和张贴，并在市区多处电线杆、墙壁
上书写“法轮功”标语。2009 年 4 月 9 日，丁某在张贴、散发

“法轮功”传单和书写标语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人民法院依法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丁

某有期徒刑四年。

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条
幅，或以书写、喷涂标语等方式
宣扬邪教应受到何种处罚？

辽宁沈阳一男子救同事溺亡却被说是玩水出意外

家属状告获救者胜诉
两年时间过去了，李艳

红着眼眶把判决书
郑重地摆在儿子何东阳的照
片下面，这是一份“见义勇为
受害责任纠纷”的终审判决。

“何东阳在听到同事马某呼救
后，及时实施救助，献出了自
己年轻的生命，这种美德应予
以弘扬。”判决书中何东阳的
生命定格在了 2015 年 7 月 18
日，24岁。

因公司操作失误，一员工收9万余元“红包”

不当得利被判返还

60岁生日得知女儿被女婿杀害

208 天，4992 个小时，299520 分钟。
从知道女儿杨俪萍死讯的那一刻起，杨

敢连一夜白头。他成宿成宿的失眠，每一分
钟都心如刀割，只能靠酒精来麻醉自己，“不
喝酒根本睡不着”。

几个月以来，杨敢连没怎么出过门，他
甚至不愿意接听电话，他觉得接打电话很麻
烦，宁可用微信和对方去交流，“为了女儿，
我现在打字已经和年轻人一样快了。”杨敢
连这样和记者说道。

10 个月前，杨俪萍被自己的丈夫朱晓东
用双手扼住颈部窒息死亡，之后，朱晓东将

杨俪萍的尸体放入家中的冰柜冷藏，直到杨
敢连生日的那一天。彼时，距离杨俪萍的死

亡已经过去了 105 天。

最让杨家人无法理解的是，在杨俪萍死

后的三个多月中，朱晓东不仅用其的手机登

陆微信与亲友交流，营造她还活着的假象，

还刷了妻子的银行卡、信用卡等消费近 20

万，这使得这半年多来，杨敢连不断接到催

款的电话，直到 8 月 27 日下午，他还收到了
一份通知单，“应该也是催款的”，杨敢连
说，朱晓东还在女儿杨俪萍死后，拿她的身
份证与其他女性多次出入酒店。

希望法院判女婿死刑立即执行

2017 年 2 月 1 日，朱晓东在母亲的陪同
下前往派出所自首，坦言“2016 年 10 月 18

日，他因家庭琐事掐死了杨俪萍。之后，把
她的尸体用一块红色的床单包裹了起来，藏
入了家中冰柜的最下层”。

这是让杨敢连特别崩溃的地方，他实在
无法想象，自己的女儿是如何蜷缩在那个小
小冰柜之中的，“他妈妈去过几次，帮他遛
狗，打扫卫生，难道都不会打开冰柜看一眼
吗?”想到这一点，杨敢连就非常愤怒。

4 月 16 日，杨敢连和妻子去殡仪馆为女
儿办理丧葬手续。这是他们案发后第一次见
到女儿。但由于长期低温冰冻，杨俪萍瘦得
不成样。看到女儿的惨样，杨敢连和妻子泪
如泉涌。

如今杨敢连手上有两份报告，一份是验
尸报告，一份是朱晓东的精神鉴定证明。验
尸报告中指出，杨俪萍属于“机械性窒息”，
法医直言由于低温冰冻时间过久，解剖以及
使用先进技术也无法正确判断具体死亡时
间;另一份报告则证明，朱晓东的精神鉴定
完全正常，负有完全刑事行为能力。

今年 7 月，当地计生委给杨敢连办理
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证，给这位失独
老人发放了扶助金。2017 年 8 月 3 日，因涉
嫌故意杀人罪，朱晓东被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杨敢连及其亲人都
在盼望着尽快开庭，“我们希望判他死刑立
即执行。” (法晚)

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只要动动手指、发
发短信，就能年赚 10 万元……这可不是骗人
的招聘广告，这是广东佛山男子佘冠文的真
实经历——他和林建庭、佘展业一起，一年
内在网上销售近 3 亿条公民个人信息。近
日，3 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江苏
省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小钱 (化名)在江都从事保险推销工作，
2015 年底，一网友主动在微信上添加小钱为
好友，询问他是否需要公民个人信息，并发
来一张截图，图上有扬州居民的姓名、手机
号码、住址等信息。当时，小钱正需要客户
资料推销保险，就以 200 元购买了 2.4 万条扬
州车主信息。2016 年 10 月 28 日，他又花 100
元向该网友购买了 2 万条扬州地区公民个人
信息，其中包括公民姓名、手机号码、购买保
险的险种、期限等内容。

就在小钱利用上述公民信息推销保险

期间，江都警方获知，小钱有购买公民个人
信息的嫌疑，经审查，警方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立案。后经调查，警方锁定小钱所购公民
信息的来源，并确定广东佛山男子佘冠文、
佘展业、林建庭 3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近日，3 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经查，林建庭和佘展业是朋友，也算是
同行。林建庭在佛山从事建材生意，佘展业
在佛山经营一家陶瓷店。2015 年下半年，两
人了解到，将购房者的个人信息用于电话营

销，这是个既轻松又来钱快的生意，于是两
人决定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两人贩卖信息的“生意”越来越火，便把
朋友佘冠文请来帮忙。3 人合伙后，有了明
确分工，林建庭和佘展业主要负责在网上下
载公民个人信息，佘冠文则负责联系买家，
通常他会通过手机微信、短信给保险公司、
贷款公司的职员，向他们推销公民个人信
息。如果对方需要，佘冠文便会留下对方的
邮箱地址。在作案过程中，林建庭和佘展业
给佘冠文的薪资标准是每发 100 条推销短信

50 元。短短一年内，佘冠文仅靠发短信，就
赚得“工资”10 余万元。

目前，侦查机关查明，2016 年至 2017 年
期间，林建庭伙同佘展业，采用网站搜集等
方式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其
中，林建庭向他人销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
3100 多万条，佘展业向他人销售公民个人信
息约 2.67 亿条;佘冠文通过向各地招聘网站
上预留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的方式寻找公民
个人信息购买者，帮助林建庭、佘展业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 10 余万元。(检报)

男子杀妻后还刷妻信用卡20万
用妻子微信和亲朋好友聊天，用妻子身份证和别的女人开房

杨俪萍生前与丈夫的合照杨俪萍生前与丈夫的合照

一年售卖个人信息近3亿条
3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批捕

60 岁的杨敢连，在生日那天知
道女儿被杀害并藏尸冰柜 100 多天
后，他一夜白头。然而让他不能接
受的是，凶手竟是女儿曾深爱的丈
夫。在女儿死后，女婿不仅用女儿
的微信与亲友交流，还刷了女儿的
银行卡、信用卡消费近 20 万，更为
不堪的是拿着女儿的身份证与其他
女性多次出入酒店。

71岁女老赖
欠8亿消失

曾为巨额借贷抵押94个车位

福建泉州中院近日公布的一份“老赖”名单中，71岁老太陈
长芹以涉案标的金额8.1亿元位列榜首，并因其年纪最大、涉案
金额最高引发舆论关注。据悉，陈长芹曾以94个车位为公司借
贷提供抵押，先后六次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2016 年 7 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起金融纠纷判决
显示，厦门市启德中实实业有限公司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分行近 4800 万元本金及 300 多万元利息，根据抵押
合同，陈长芹提供厦门湖里区泗水道 595 号地下一层共计 94
个车位进行抵押。

陈长芹所涉借贷纠纷不止于此，她在泉州涉两家银行的
多起金融纠纷，其中已宣判的有十几起，涉案标的金额 8 亿
多，还有多起未宣判案件，据悉，总涉案金额可能高达 20 亿
元人民币。

公开信息显示，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陈长芹先后六
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执行法院分别为泉州中院、郑州
中院、厦门中院、河南高院，执行情况均为全部未履行。(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