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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范围内“长”出63座坟

2010 年 8 月，玉林师院附中新校区项目
启动征地工作，到 2013 年 9 月，玉林市玉东
新区征地事务局完成征收补偿方案，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助费、常规青苗补偿费等全部
支付到位。

就在地块准备交付使用时，征地部门工
作人员发现，在项目内的梁四岭和屋头圩岭
上，长出一排排坟墓。这些坟墓很新，有些是
用水泥铺设而成，共 63 座。经调查，这些坟
墓的坟主均是玉州区茂林镇泉塘社区村民，
共涉及 4 人，其中霍某家里独占 30 座。

刚拿到补偿款就被警方抓获

这些不寻常的坟墓引起征地工作人员的

警惕。根据规定，涉及坟墓迁移的征地项目，

坟主有权获得国家补偿。为此，工作人员一

方面摸清这些坟墓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将

此事报告上级部门，并向辖区警方报案。

这 63 座坟墓分别是村民霍某江、霍某、谭

某泉、谭某美所有。当问及为何有这么多坟

墓时，他们有的说上百年来的祖坟都在这里，

有的说多处亲戚集中安置，有的说家族曾遭

遇重大变故。

工作人员没有反驳这些说辞，一切按照

征地的正常程序进行。在协商补偿问题时，

这些坟主更是随意开价，有些仅是用泥土垒

起来的不到 5 平方米的坟头，竟开出搬迁费

两万元。工作人员按照事先制定的补偿方

案，经过多次商谈，最终 63 座坟墓的搬迁费

每座在 1000 多元至 1 万元之间。

今年7月11日中午，在玉州区政府内，4名

坟主与玉东新区政府征地办签下补偿协议，霍

某江9座坟获45216元，谭某泉13座坟获38799

元，谭某美 11 座坟获 11 万元，霍某 30 座坟获

54090 元。他们每人先领取第一笔 2000 元国

家补偿款后，就各自离开。此时，事先接到报

案的办案民警已等候在附近，坟主们怀中的补

偿款还未抱暖，就被民警带走调查。

有人用狗骨冒充亲人遗骸

在警方调查时，刚开始有坟主还言之凿
凿称，这些坟墓都是自己的祖坟。当警方带

其到现场，挖开坟墓，打开埋在地下的陶瓷

罐，未发现人体遗骸或骨灰时，他们不得不承

认了造假行为。

办案民警在侦查中还发现，为了把假坟

做得逼真，有一名嫌疑人在假坟上不仅竖起

碑志，还在墓中的瓦罐中放入狗骨头，假冒亲

人的遗骸。

嫌疑人霍某江交代，2014 年 10 月，他听说

当地政府正在征村里的地，就萌发了造假坟

骗取国家补偿的念头。于是，他购买水泥、石

灰和石粉，捡来一些装过腐乳的空瓦罐，雇用

1 名临时工人，在山岭上建起 9 座假坟。嫌疑

人霍某交代，他造假坟墓 30 座，单座成本不

超过 100 元。

玉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

人霍某江、霍某、谭某泉、谭某美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国家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遂

以 4 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南早）

仅因一次行车中时常出现的变道挡车，
便引发了一起跟踪抢劫继而敲诈勒索被害人
的案件。近日，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吴锐有期徒
刑 12 年，并处罚金 4 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 5 年 5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罚金 6 万元。

吴锐是湖北省天门市人。2016 年 12 月的
一天，他驾车在长沙市橘子洲大桥上行驶时，
仅因行驶在前方的女司机张某驾驶的玛莎拉
蒂轿车突然变道阻挡了一下他的车辆，便怀

恨在心，伺机报复。或许因见对方的车好，他
还萌生了“搞钱”之心。此后，吴锐丢下手头
上的事情，多次专程驾车跟踪张某，寻找作案
机会。今年 2 月 22 日晚 9 时许，吴锐携带水
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来到长沙市开福区某
地下停车场，在张某停车的地方等候，直至次
日凌晨，张某前来开车。待张某刚刚打开车
门坐上驾驶位，吴锐便迅即从黑暗中窜出进
入车内将其劫持，持刀威胁张某必须给 60 万
元。张某被吓蒙，被迫当场给了吴锐一张内
有 7.9 万元的银行卡，并告知密码。吴锐为了

50 余万元的剩余款能够到位，逼迫张某拍裸
照作为抵押，后开着张某的车将其送至住处
后推出车外，吴锐驾车离去。途中，吴锐用张
某的银行卡从取款机上取款2万元，后将张某的
车停放在一处地下停车场。2月23日至27日，
吴锐去了趟澳门游玩，用张某的银行卡又陆续取
款5.5万余元。从澳门返回长沙后，吴锐多次
给张某发短信，以卖掉其车和公开其裸照相
威胁，继续向张某索要剩余的 50 余万元，后
因张某一直未予支付才使吴锐敲诈勒索未
遂。3 月 6 日，吴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报）

行车变道阻挡后车，对方见其车好萌生“搞钱”之念

女子开豪车被跟踪抢劫勒索60万

征地项目内“冒”出63座坟
广西4名村民刚拿到补偿款就被抓，涉嫌诈骗罪被起诉

今年5月，广西玉林市玉东新区征地部门工作人员，在对玉林

师院附中新校区规划用地依法征收时，发现有人建造60多座假

坟，冒充“家族祖坟”以骗取国家补偿。12月5日，4名犯罪嫌疑人

被玉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记者了解到了更多案件细节：有

嫌疑人竟然把一些狗骨头放进坟内，伪造成亲人的遗骸。

嫌疑人指认造假现场嫌疑人指认造假现场

催债通知
海南金元实业有限公司(债务人)：

2013 年 12 月 20 日，债权人在《法制时报》向你公司发

出《催收债权通知书》，要求你公司(债务人)直接向杨紫

岳履行偿付 5944645 元的义务。2015 年 12 月 11 日又向

你公司发出《催债通知书》,现再次公告通知，要求你公

司(债务人)继续履行上述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杨紫岳

2017 年 12 月 8 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729 号

居传珍：
本院受理原告吴台东诉被告董弘健、居传珍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琼 9003 民初 729 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应
赔偿吴台东 90842.7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公司应赔偿吴台东 6215.6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应赔偿吴
台东 60318.55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四、驳回吴台东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1264 号

黄鸟：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文精诉你及许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琼 9003 民初 126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贰份，上诉于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3476 号

刘正凌（公民身份号码 460300197605190024）：
本院受理的原告钟向前与被告刘正凌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琼 9003 民
初 34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3166 号

朱碧桃：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勤胜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琼 9003 民初 3166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

式贰份，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儋州市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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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手术后
牙齿受损告医院

医院称此为常见并发症，
患者证据不足败诉

前段时间，原告安徽省芜湖市民诸某
因突发胰腺炎，来到被告医院治疗，并于半
个月后进行了胆结石微创手术。术后第二
天，诸某发现自己两颗门牙及左侧侧切牙
疼痛、晃动、缺损。原告认为这种情况与被
告医院手术有关。向医院索赔无果后，诸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被告医院应赔偿
其各项损失共计43000元：其中含两颗门牙
后续种植费用32000元、左侧切牙多次补牙
费用 2000 元、后续牙痛医疗费用 2000 元、
还有误工、交通、住宿费用 4000 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3000元。

12 月 5 日，记者从芜湖市镜湖区法院
获悉，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医院称此为常见并发症

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医院申请
了对原告的损害后果与医院的医疗行为
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机构
的意见是，原告术前接受了全麻，而损伤
牙齿是全麻的常见并发症；医院手术操作
未发现违规之处，但不排除在对患者全麻
时伤及隐裂牙。医院提供了一份《麻醉知
情同意书》，是由原告术前签署，上面写明

了：我理解麻醉存在以下(但不限于)风险，

牙齿脱落或损伤……被告医院表示，首先

医院的医疗行为无过错，鉴定意见书也没
有认定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次原告
牙齿轻微损伤，未构成伤残；同时原告索

要的很多费用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因
此认为法院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证据不足 驳回诉讼请求

12 月 5 日，记者从芜湖市镜湖区法院
获悉，经审理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医
患关系成立，虽然鉴定意见中以现有资料
不排除被告在对患者全麻中伤及隐裂牙，
但仅是推断，手术操作未发现违规之处。

原告签署的《麻醉知情同意书》中也明
确记载了存在“牙齿脱落或损伤”的风险，
故原告术后出现的牙齿损伤情况应系医疗
行为带来的医疗风险。原告提交的证据不
足以证明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故对原
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给其
造成的各项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安商）

发现邪教宣传品，要不信、不传，立即报告，或将其销毁
或送村（居）委会、派出所、单位保卫部门处理，阻止其流向
社会。

发现邪教宣传品怎么办？

公开与人同居，是否构成重婚？
万宁郭女士：我和丈夫结婚 12 年，有一个 10 岁的孩子。

从前两年开始我发现丈夫有了外遇，最近甚至和“第三者”公
开同居在一起，根本不把我这个妻子放在眼里。我听说可以
自己到法院去起诉“重婚罪”，不知道他这样是否构成“重婚
罪”？我如果要去告他，需要掌握哪些证据？如果他重婚我
能否要求和他离婚，并要求得到全部财产？

回复：郭女士的丈夫如果对外是以夫妻名义与第三者同
居的，郭女士可以向法院起诉丈夫“重婚罪”。郭女士向法院
起诉的话，需要提供相关证据：1、丈夫与第三者同居在一起的
证据，并且这种同居关系是长期的和持续的；2、丈夫与第三者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外宣称是夫妻，并且为众人所知晓。

我国法院判决离婚的条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重婚
或与他人同居是法院准予双方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如果郭
女士的丈夫重婚，只要郭女士提出离婚并有相关证据证明，
法院会准许离婚。

即使郭女士的丈夫构成重婚，郭女士要求得到全部夫妻
共同财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
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不管郭女士的丈夫是否构成重婚，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与
他人同居，郭女士在离婚诉讼时就可要求赔偿。

员工上班途中遇车祸，公司为省钱未缴纳工伤保险费被判赔巨
款，法官提醒——

用人单位应按规定
为员工缴工伤保险

为省钱，用人单位没有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不曾想祸事就真
的找上门了，员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公司为此赔了一笔巨款，

真是因小失大。近日，这个心存侥幸的公司被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判
处赔偿员工因工伤造成的医疗费用及各项补助金等共计36万余元。

员工上班途中遇车祸重伤

2015 年 10 月 9 日 12 时 15 分，梅州市某生
态文化有限公司员工何某乘坐丈夫凌某某驾
驶的摩托车在上班途中与凌某驾驶的普通货
车相撞，何某受伤倒地。2016 年 1 月 18 日，平
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何某所受的
伤害为工伤。经平远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及广东省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何某所受工伤为五级伤残。

公司未交工伤保险 被判赔巨款

今年 6 月 8 日，平远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何某与其所在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起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支
付何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40374 元、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22430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112150 元及医疗费用 245321.87 元、停工留
薪期工资 23376 元等合计 46 万余元。

该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书的裁决，于 6 月
20 日向平远法院提起诉讼。

平远法院经审理查明，员工何某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入职原告公司，为普通生产工人，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未为何某缴
交社会保险，但经平远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委员会裁定，何某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何某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受伤，经平远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和平远县人

民政府的复议，被认定为工伤，伤残五级，依

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公司未按规定为

被告缴交工伤保险，应由公司自行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

另外，劳动者工伤由第三人侵权所致，因

何某在起诉凌某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

亦请求了医疗费，与本案请求存在重叠，故将

凌某已支付的 10 万元医疗费给予抵除，公司

仍需赔偿医疗费 14 万余元。

平远法院判决公司需向何某支付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医疗费

用、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共计 36 万余元。原告

不服，上诉至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

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用人单位切记缴纳工伤保险费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按规定为员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如果购买了工伤保险，则其

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工伤医疗补助

金、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城市间往返

的交通和食宿费用、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等 7

项费用，都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因该公

司未按法律规定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故

该笔费用只能由该公司自行承担。 （法报）

17 年前，潘女士和继母徐老太太协商，用
2 万元买下了继母占有的房产份额，徐老太太
亦到公证处立下遗嘱。让潘女士没想到的是，
多年之后，继母竟私下到公证处撤销遗嘱并将
潘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要回自己的房产份额。

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徐
老太太和潘女士签订的书面材料，应视为徐

老太太同意在收到潘女士支付的 2 万元后即
放弃就该房屋享有的权利，徐老太太现在以
其撤销遗嘱继承公证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
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归其所有以及要求被告
协助办理分割析产、过户手续，依据不足，最
终判决驳回徐老太太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徐老太太以一审判决定性

错误等为由提起上诉。记者近日从海珠区法
院获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从双方签订的书
面材料可表明，双方就徐老太太获得 2 万元
同时以设立公证遗嘱方式向潘女士转移涉案
房屋所有权达成一致意见，徐老太太上诉的
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广日）

17年前2万元卖房给继女
继母反悔要求拿回房产被法院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