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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破坏耕地获利40万

公诉机关指控：2014 年 5 月，被告段某

向丁某某等人租用西翥街道办事处大村社

区大麦塘处一块土地。同年 6 月开始，段

某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将该地出租给

余某某等人倾倒渣土，段某总共获利 40 余

万元。

经鉴定，段某占用土地面积为 40.517 亩

（乔木林 14.031 亩，耕地 26.486 亩）。段某占

用的地块至今仍然处于被破坏的状态，生产

条件及植被未被修复。

盘龙区检察院认为，段某非法占用的

40.517 亩土地遭到破坏，损害了土地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功能性，侵犯了社会公

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

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5 月 21 日，盘龙区检察院向盘龙区人民

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人对其违法占用的农用地承担生

产条件及植被恢复费用 184096.32 元，承担作

业设计编制费用 25000 元。

判决：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庭审中，公诉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
了相关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段某非法占用
农用地的事实。段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表示认罪服法，并愿意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盘龙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段某违
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
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土地大量毁坏，
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经公安
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同时，因段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符合法
律规定且有证据证实，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令被告人段某犯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并承担生产条件恢复及植
被恢复费用人民币184096.32元及作业设计编
制费用人民币25000元。费用已缴纳至昆明市
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账户。 （春城）

一起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本来
已经执行完毕，但是担保人的妻子又提出异
议，认为被执行的房产是离婚时约定给自己
的，导致该案一波三折。近日，山西省原平
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执行程序终结后，案
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驳回异
议申请，并告知其可以另行起诉。

徐某替钱某做担保，向连某借款 50 万
元，最终被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将徐某的一套房产进
行了评估拍卖。法院裁定以第三次流拍价
35 万余元将房产折抵给连某以偿还债务，
并出具了协助过户手续文书。2016 年 9 月
29 日，连某书面表示自愿放弃余款执行，该
案执行完毕。2016 年 10 月 8 日，案外人吴

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对涉案房产主张
所有权，要求法院撤销折抵裁定，返还房
屋。理由为 2014 年，徐某、吴某因感情不和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协议约定涉案房
产归吴某所有。

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法《关于办理执
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
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
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
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
出。本案中，在案外人吴某提出异议之前，
法院已经依法将涉案房产折抵申请执行人，
并送达了协助过户通知书，连某出具书面结
案申请，该案已经执行完毕。执行程序终结

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异议申请，可告知异议人
另行起诉，向徐某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并可
向钱某提起代位权之诉。

办案法官表示，在执行过程中，赋予了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权利，但要求
必须在执行标的执行终结前或执行程序终
结前提出。之所以对时间节点作此强制性
规定，是为了保证法院执行结果的确定性及
权威性。执行异议的期限设置，用以督促权
利人尽快行使权利，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和法
律秩序。如果赋予案外人无限期的异议权，
对于法院的执行强制权无疑是不利的，对于
被执行财产的受让人也是不公平的，将会损
害司法权威性。 （山法）

扮动迁公司员工
诈骗动迁户80万元

上海一男子犯诈骗罪获
刑10年6个月

上海一无业男子谎称是动迁公司工
作人员，可以帮人获得更多拆迁补偿利
益，并以此诈骗动迁户 80 万元。近日，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徐汇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该男子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剥夺
政治权利 3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以疏通关系为名
索要80万好处费

赵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多混迹于棋
牌室。2013 年，赵某在打牌期间认识了李
某，一来二去两人便熟识了。

李某夫妇及其子女 4 人符合动迁政
策，且其子女在另一区域亦可享受动迁补
偿，但根据政策，动迁补偿只能享受一次，
如在本区域享受，则必须出具不再享受其
他区域动迁补偿的承诺书。

在得知李某家要动迁后，赵某谎称是动
迁公司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职务便利私下将
签好的承诺书抽走，从而使李某子女再次享
受动迁补偿。看赵某说得有板有眼，李某信
以为真，回家和老婆商量一通，夫妻二人便
决定找赵某帮忙。赵某以疏通关系为名，向
李某夫妇索要了80万元好处费。

事情真如赵某承诺的那么好吗？李
某子女签好放弃另一区域动迁补偿的承
诺书后很久，也未收到一分动迁补偿款，
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上当受骗，来到公
安机关报案。

已构成诈骗罪

庭审中，赵某辩称李某夫妇给予的 80
万元是双方约定的增加核定人口的好处
费，并不属于诈骗。赵某的辩护人为赵某
作无罪辩护，称本案是因另一区域的动迁
利益大于原来区域并导致李某夫妇心态
失衡所致，李某夫妇出于获得双重动迁利
益向赵某支付 80 万元好处费，李某夫妇的
行为才属于诈骗。

法院查明，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
款 80 万元用于个人消费，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处罚。关于辩
护人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害人的动机
不影响对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徐汇检
察院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
成立。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上法）

案件执结后第三人提出异议
法院：提出异议应在执行终结前提出，可另行起诉

转租农用地当垃圾场
段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获刑，并被判赔偿恢复植被费用等30余万

男子段某把租用的农用地违
法转租给他人倾倒渣土，

从中获利 40 余万元。6 月 5 日，云南
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在昆明市
西翥街道办事处大村社区设置临时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非法
占用农用地的公益诉讼案，段某犯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法院判决连
罚带赔30 余万元。

邪教是与现世社会严重对立的。他们往往利用社会上
存在的一些环境破坏、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把社会
描绘成问题成堆的烂摊子，声言任何政府都解决不了，现有
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只能把社会搞得更糟。邪教头子往
往都有比较强的政治野心，特别是在追随者越来越多、势力
越来越大之后，他们的野心会不断地膨胀，并以极端的手段
与社会和政府对抗，有的邪教头子甚至公然声称要“先夺民
心、再夺政权”，野心很大。

邪教的传播和发展，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严重的
危害。

侵害了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一些群众受邪教蒙
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甚至走火入魔，导致精神错乱
乃至自杀、自残或行凶杀人。有的群众迷信所谓得病是“消
业”或“信主可以免灾、祷告可以治病”，得了病不打针、不吃
药，或是搞“驱鬼治病”，致使一些人致残、致死。有的邪教
则暴力对待那些“叛徒”和不想加入他们的人，甚至掐死、勒
死、活埋，乃至肢解、焚尸，手段非常残忍。

扰乱了家庭正常生活。邪教组织煽动成员抛弃家庭外
出传播邪教或进行“弘法”“护法”，鼓吹“传得越多，将来可以
进天国”或是“上层次”“求圆满”，许多深受邪教精神控制的
成员因此放下“名、利、情”离家出走，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痛
苦。有的受骗群众为了多得教主的“恩典”，节衣缩食甚至变
卖粮食、房子交纳“奉献款”，弄得一贫如洗。有的邪教头子
宣扬“只有与他在肉体上合为一体，才能除去身心的污秽”，
致使许多女性成员被其奸淫，甚至抛弃家庭长期供其玩弄。

破坏了生产和工作秩序。邪教的歪理邪说欺骗和误导了
许多群众，致使许多痴迷的群众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学不
上。一些群众受邪教迷惑变卖家产用于吃喝，坐等“世界末日”
来临。一些邪教大力发展成员，在一些邪教活动突出的地方，
村干部召集群众开会时，竟要事先经过邪教头头的同意。

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在邪教头子和骨干的蛊惑煽动
下，一些地方邪教成员目无国法，多次发生围攻政府机关和
新闻单位、殴打基层干部、阻碍公安干警执行公务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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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时赌气删除电脑文件

现年 35 岁的冯女士于 2011 年 10 月入职
上海市一家贸易公司。

2016 年 11 月，贸易公司为了降低经营成
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决定对一些岗位的人
员进行经济性裁员，并制订了相应的经济补
偿方案。冯女士被列为裁减对象之一。 12
月 1 日，按照合同约定，冯女士办理了离职手
续，公司支付了冯女士经济补偿金。随后，
双方进行了工作交接。

在交接工作时，因自己专用的工作电脑
中存储了一些私人照片等隐私资料，冯女士
便动手将这些私人资料删除。在删除过程
中，心中憋了一口气的冯女士，顺手将自己
储存在电脑中的工作文件也全部删除了。

因冯女士拒不配合提供开机密码和电
脑内的文件资料，公司也暂扣了应补发给她
的工资。为此，2017 年 1 月，冯女士向上海市
黄浦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
贸易公司支付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的工资 2813 元。

而在仲裁过程中，贸易公司也提出了反
请求，要求冯女士交付电脑密码及资料，如
无法交付则要求她支付恢复电脑硬盘数据
费用 8000 元。

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
理，裁决贸易公司支付冯女士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11月30日的工资2813元；对贸易公司的
反请求事项，因尚未发生，仲裁委员会不予支

持。 贸易公司认为，该笔费用应当由冯女士

承担，遂于 2017 年 4 月将冯女士诉至上海市

黄浦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冯女士赔偿电脑
解锁及恢复硬盘数据的费用9200元。

员工被判赔偿数据修复费

黄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解除或终止

劳动合同后，劳动者有按照双方约定，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办理工作交接的义务。

工作交接是为保持用人单位相关工作

的有序、顺利进行，不至于在更换劳动者后

出现有关工作前后衔接不上的情况，影响正

常的生产经营。工作交接主要包括公司财

产物品的返还、资料的交接等。

本案中，冯女士在离职时虽进行了工作

电脑等物品的交接，但事后公司发现该电脑

存在冯女士设置密码尚未解锁的情况，于是

通过微信、短信及律师函通知冯女士告知密

码并移交电脑中的工作资料，冯女士有义务

配合完成。鉴于冯女士在仲裁及本案审理

期间均未告知电脑开机密码及离职前删除

了电脑内的工作资料，现贸易公司委托专业

电脑公司对电脑密码解锁、恢复硬盘数据所

产生的维修费用要求冯女士承担，理由正

当，应予支持。贸易公司与冯女士对仲裁裁

决贸易公司应支付冯女士 2016 年 11 月 16 日

至 11 月 30 日的工资人民币 2813 元均无异

议，本院可予准许。

2017 年 9 月，黄浦区法院判决贸易公司

支付冯女士工资 2813 元，并判决冯女士支付

贸易公司电脑密码解锁、恢复硬盘数据费用

9200 元。

一审判决后，冯女士不服，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近日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工作交接应遵循诚信原则

对此，有关法律人士指出，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 50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时有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

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义务。劳动者有按照

双方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办理工作交接

的义务。由此可见，员工离职时，应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办理工作交接，及时返还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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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用人单位相

关工作有序、顺利进行，不影响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

本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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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劳动者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的基本要求。在未得到公司许可的情况下，

员工不得擅自删除公司经营文件。冯女士

的行为违反了其应遵守的基本义务和应遵

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其相关主张自然难以得

到法院支持。 （正义）

2男子禁渔期非法电鱼17公斤

被判投放鱼种
修复水域生态

在湘江用电鱼杆非法捕鱼 17.48 公斤，不但受到了刑罚

的惩戒，还被法院判决在自己电鱼的区域放生 600 公斤鱼

种。6 月 4 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认定两名电鱼

者破坏了湘江水域生态环境，责令行为人登报道歉并投放鱼

种修复环境。被告人熊某除受到刑罚的惩戒外，还需承担破

坏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修复责任，在电鱼水域投放鲢鱼

和鳙鱼，总重量不少于 600 公斤。

2男子湘江电鱼超17公斤

6 月 4 日上午，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由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熊某涉嫌犯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一案，检察机关一并向共同实施电鱼行为的熊某、王

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望城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8 月 31 日 19 时许，熊某

与王某驾驶一艘电打鱼船在湘江望城区区域的蔡家洲至洪

家洲段的水域上用电捕鱼。当日 22 时许，民警赶赴现场将

熊某、王某抓获。

经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和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评

估，被告人熊某、被告王某电击捕鱼造成 17.48 公斤鱼类损

失、17.48 公斤鱼类当年产卵量损失和捕捞区域影响范围约

101 亩渔业损失，认定被告人熊某、被告王某使用发电机电

鱼，损害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破坏湘江水域生态环境。

被判放生鲢鳙鱼600公斤

望城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伙同王某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使用电鱼的方式进行捕捞，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长沙市望城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望城区法院当庭判定被告人熊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此前刑事判决对被告人熊某因犯信用卡

诈骗罪宣告缓刑三年的缓刑部分，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三年；犯罪工具等变卖款依法予以没收。

法院判决被告人熊某、被告王某共同承担破坏渔业生态

环境和渔业资源修复责任，要求其在电鱼水域投放鲢和鳙，

总重量不少于 600kg，其中鲢 6000 尾，300kg 左右，规格 10cm

以上，鳙 6000 尾，300kg 左右，规格 10cm 以上。此外两人还需

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望城区法院的工作人员 6 月 5 日向记者表示，4 日下

午，在当地渔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当事行为人自费自

愿购买了鱼种，并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了放生。他表示，法

院判决中选择的鱼种、数量等，都是当地渔业专家经过测

算之后确定的。

工作人员介绍：“法官之所以选择鲢和鳙这两种鱼，是因

为渔业专家认为放生这两种鱼有利于当地的环境修复和鱼

类成长。数量上除了恢复生态，还要起到惩罚性的作用，加

大破坏环境所需的犯罪成本。” （北青）

收了别人定金又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却
突然反悔不愿意卖了，并表示愿意赔偿双倍
定金，可买家不乐意，将卖家诉至法院。 6
月 4 日记者从安徽芜湖镜湖区法院获悉，近
日法院判决卖家按合同赔偿 10%的购房款。

今年 1 月，谷某与张某经房产中介所介

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位于
弋江区某处房屋出售给谷某，并约定了房屋
总价款、房款支付方式等。同时双方约定如
果张某违约，张某应双倍返还定金；若谷某
违约，张某将不退定金，此外，谁违约谁将按
照购房款的 10%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当日，谷某就支付了 2 万元定
金，然而到了 2 月底，张某却通知谷某，房子
不卖了，双方多次协商未果，谷某向镜湖区
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承担违约责任。庭
审中张某表示，愿意双倍返还定金 4 万元给
谷某，而谷某表示这笔钱不足以弥补其所受

到损失，要求张某按照合同约定的购房款
10%向其赔偿。

镜湖区法院认为，此前谷某与张某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都应该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张
某明确表示不同意出售房屋，其行为已经构
成了违约。双方在合同中既约定了“定金罚
则”又约定了“违约金罚则”，现谷某选择违
约金罚则，符合法律规定，且在当下房屋价
格上涨过快，张某赔偿双倍定金已不足弥补
对方所受到的损失，故法院对谷某要求按照
合同约定标的额的 10%向其赔偿的要求予以
支持。 （安商）

上海一企业女员工离职时赌气删除电脑工作文件被起诉

法院判决赔偿数据修复费
公司进行经济性裁员，一

名员工被劝退。因对工
资补发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员
工在离职时删除了工作专用电
脑中的工作文件，并拒绝向公
司提供该电脑的开机密码。公
司聘请专业的电脑公司解除密
码，恢复被删除的数据后将员
工诉至法院，并要求该员工承
担密码解锁及数据恢复费用。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一审判决，
原告公司支付被告员工拖欠的
工资，员工支付公司电脑密码
解锁、恢复硬盘数据费用。二
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收定金签合同后反悔不卖房
卖家被判按合同约定赔偿10%房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