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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庄吃饭时发生火灾，汪先生和李先

生在紧急关头冲入火海转移农庄4瓶液化气

罐，避免了一桩爆炸事故，两人却全身被重

度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续的治疗费用

怎么办？农庄老板和保险公司却踢起了皮

球。近日，湖南岳阳县法院判决农庄和保险

公司支付赔偿款。

消费者见义勇为受重伤

2017 年 6 月 26 日中午，岳阳县某农庄因
厨房环保油发生泄漏，引起火灾。当时，正
在农庄就餐的汪先生和李先生见火灾现场
摆有 4 瓶液化气罐，存在极大的爆炸隐患，紧
急关头，二人奋不顾身冲入火海，将液化气

罐拖移到安全地方，避免了一桩爆炸事故的
发生，确保了现场几十名顾客的生命安全。

在此过程中，汪先生和李先生全身重度
烧伤。经医院确诊，事故造成汪先生和李先
生身体体表30-39%和40-49%烧伤，呼吸道烧
伤。经两次鉴定，结论为：汪先生构成一处四
级伤残一处八级伤残；李先生构成九级伤残。

农庄和保险公司分歧大

在案件审理时，农庄对二人见义勇为事
迹予以认可，但认为其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
公众责任险，汪先生和李先生的损失应由保
险公司在每人次 20 万元限额内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则认为该案系见义勇为受害

者纠纷，保险公司既不是该案事故的引起
者，也不是该案事故受益人，即使承担保险
责任也应在确保属于保险责任的前提下，只
在医疗费 2 万元和残疾赔偿金 18 万元保险
限额内赔偿，对于伤者的其他损失均不属于
保险合同赔偿范围。

判决农庄和保险公司均需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汪先生、李先生因防止、
制止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
到人身、精神损害，应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
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

该案中，汪先生、李先生遭受侵害的侵
害人是农庄，农庄亦是受益人。故农庄应承

担汪先生、李先生的赔偿责任。农庄向保险
公司投保了公众责任险。保险合同约定，本
保险合同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
20 万元。其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依据法律
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
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
同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保险公
司应当对汪先生、李先生在此次事故的损害
依法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分别赔偿汪
先生、李先生经济损失各20万元；农庄赔偿汪
先生经济损失52821元，赔偿李先生经济损失
37023 元。判决生效后，农庄和保险公司均支
付了汪先生、李先生的赔偿款。 (湖日)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一起
多团伙相互配合、有组织实施操纵证券市场
案宣判。这是全国首例以持仓量交易量标准
立案追诉的操纵证券市场案，配资中介首次
因明知操纵仍提供配资行为被刑事追责。

2018 年 6 月，根据交易所发现的多只股
票异动线索，公安部经侦局会同证监会稽查
局，联合部署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和有关稽
查单位共同开展研判，通过对涉及的交易、
资金等数据开展全方位分析，全面摸清了涉
嫌操纵账户和实际控制人、团伙架构、作案
手法。2018 年底，公安部经侦局和证监会稽
查局组织 280 余名民警和 30 余名稽查人员在
7 省市同步开展联合行动，一举打掉了罗山
东、龚世威等 3 个犯罪团伙。

该案中，主犯罗山东负责股票账户的操
作，指挥集中买入、卖出；龚世威主要负责提
供配资，同时也参与操纵交易；贺志华担当
股市“黑嘴”的角色，负责推荐股票，吸引散
户买入。2016 年 12 月至案发，罗山东团伙、
龚世威团伙单独、联合或伙同其他被告人，
集中资金、持股优势，通过连续交易、对倒等
方式操纵证券市场，利用 400 多个账户恶意

操纵 8 只股票，获利达 4 亿余元，给广大股民
带来极大损失。

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山东等人操纵证券
市场，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操纵
证券市场罪；被告人张培峰作为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卖涉案股票，
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
被告人黄妍私刻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已构
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被告人龚世威、黄
妍、潘勇私刻公司、企业印章，其行为均已构
成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被告人刘斌、万
翔、武伟、贺志华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
告人刘斌、万翔、贺志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一审判决被告
人罗山东、龚世威分别 5 年 6 个月和 5 年 3 个
月有期徒刑，对其余 29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6 个月至 5 年 6 个月不等，部分犯
罪情节相对较轻并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
缓刑。 （新华）

客房外偷录主管通话
发给公司其他领导

法院认定酒店房间属于个人空
间，当事人构成侵犯隐私权

隔墙有耳。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当事人张可（化名）在房间外偷录自己上司的通
话内容，并发给了公司其他领导，法院认定酒店房间同样属
于个人空间，张可的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

跑到主管房门外偷录通话内容

张达（化名）是张可的上级主管，二人因公入住酒店相邻
房间。入住期间，因为酒店墙壁隔音不好，张可无意间听到
张达在跟公司的人事经理通电话，内容涉及对张可工作上的
不满，张可感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就跑到张达房门
外偷录，并将录音发给了公司的有关领导和同事。

张达认为，张可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遂向法院
起诉要求张可立即删除录制的有关音频、视频并不得保留任
何形式的副本，同时就其侵害其隐私权的行为赔礼道歉。

法院一审后，以张达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张达的诉讼请
求。张达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张可认可其进行了录音，但认为录音的内容并
未涉及张达的隐私，而是涉及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其只是想
保留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选择了录
音。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酒店房间具备封闭、独立之特
征，与公众空间分隔，属于个人空间，张可的行为构成侵权，
判决张可立即删除音频并不得保留任何形式的副本，同时向
张达赔礼道歉。

法院认定当事人侵犯隐私权

法官庭后解释称，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
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
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
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的隐私是否向他人公
开以及公开的人群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本案中，张可
在张达房间外，对张达在其个人空间的谈话进行录音并进行
传播，对张达的个人空间隐私权造成了侵害。张达对其在个
人空间内发生的谈话不被偷听、偷录应享有合理的期待，其并
不具有将自己在个人空间内的谈话内容为谈话对象以外的人
知悉的意愿，亦未以任何形式放弃自己的隐私利益。因此，张
可偷录并进行传播的行为侵犯了张达的空间隐私权。

至于张可所称可能涉及其工作，为保护自身利益的理
由，法院认为，由于其使用该种方式并不具备迫切性和必要
性，亦不属于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范畴，并不能排除其
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违法性。且对空间隐私权的侵犯不以录
音内容是否涉及隐私以及偷录内容是否被传播为要件，张可
的偷录行为一经发生即构成对他人空间隐私权的侵害。据
此，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法官称，入住酒店时，个人在房间内也享有空间隐私权。
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个人空间，不得非法对个人空间进行搜
索、搜查、窃听，否则构成对个人空间隐私权的侵害。 (法制)

冲进火海转移农庄4瓶液化气罐
2名消费者见义勇为被重度烧伤，农庄和保险公司被判赔近49万元

操纵8只股票获利4亿余元
全国首例以持仓量交易量标准立案追诉的操纵证券市场案一审宣判，31人获刑

3131名被告人出庭受审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当河北省委原常委班子成员相继落马

时，艾文礼忐忑、焦虑，但也心存侥幸。“我马

上该到退休年龄了，中央对到退休的会不会

网开一面。”1月 12日晚，由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

的五集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开播。《国家

监察》披露了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落

马前后的诸多细节。

据介绍，艾文礼曾先后 4次主动到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交代有关问题。他还带来三

个箱子，里面是他过去收受的一些涉案款物

和其他的礼品、礼金。工作人员对涉案款物

逐一清点、登记、拍照。这个工作用了一整

天时间，最后由艾文礼签字确认。

带着3个箱子投案

2018 年 7 月 10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接
待了一个特殊的来访者。他是专程从石家
庄来投案自首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
礼。据介绍，他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第一
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国家监察》披露了
他投案时的多个细节。据介绍，艾文礼先后
4 次主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交代有关问
题。他当时主动投案的情形，工作人员记得
十分清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人员
顾桧回忆，艾文礼带来了三个箱子，其中有
行李箱也有纸箱，还有编织袋。

工作人员回忆艾文礼主动投案细节。
这些物品都是他过去收受的一些涉案款物
和其他的礼品、礼金。他逐一地把这些物品
都一件件交到工作人员手上。摆在桌上时，
这些物品大概占据了桌子的一半以上。

据介绍，按照程序规定，涉案款物必须
逐一清点、登记、拍照，这个工作用了一整天
时间，最后由艾文礼签字确认。“那种滋味真
的是叫无地自容，”艾文礼回忆称，那是他一
生当中拿的最沉重的一支笔。“不知道有多
重，签上我的名字。一个是羞，一个是悔。”
他说。

密集反腐下，仍存侥幸心理

据介绍，上交涉案款物的同时，艾文礼也

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艾文礼曾
经暗示某老板，退休后想到北京和孩子一起
住，该老板立即出资两千多万，在北京一处小
区为他购置了两套房产。后来，看到党中央
的反腐败力度，艾文礼害怕被发现，把这两套
房子又退给了该老板。2014 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对河北进行了巡视，艾文礼更加感到
不安，有了自首的想法，但又心存侥幸。

据介绍，巡视结束后，梁滨、景春华、周
本顺、张越、杨崇勇等河北省委原常委班子
成员相继落马。“当时就心里很忐忑，也很焦
虑，那时候就想着要投案自首，我那个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还是有侥幸心理。觉得那时
候我马上该到退休年龄了，中央对到退休的
会不会网开一面。”艾文礼说。不过，艾文礼
内心斗争激烈，既觉得迟早纸里包不住火，
又瞻前顾后，下不了自首决心。“除了考虑自
己的名声之外，对孩子也是一种愧疚。你说
我的过错给他们造成将来（后果），这想的都
是比较多的。”他说。

一大批有问题干部主动投案

2018 年 1 月，艾文礼正式退休。据介绍，
艾文礼此时在家，仍然忐忑不安地观望着反
腐败形势，内心希望党的十九大后反腐败力
度会弱下来。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十九
大之后，包括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

杰辉等中管干部相继被查，河北也再次被列
为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省份。“特别是
十九大之后，落马的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一
种震慑。当时就是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把
我自己的这些事儿也捋了捋，我觉得跑不

了，不能再有侥幸心理了。”他回忆道。这便

有了艾文礼主动投案时的一幕。

2018 年 10 月，艾文礼严重违纪违法，被

开除党籍，鉴于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建

议对其减轻处罚。

2019 年 4 月 18 日，艾文礼案一审宣判。

2005 年至 2013 年，艾文礼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改制、项目开

发、安排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6478 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

刑 8 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

回忆起这段经历，艾文礼表示，越来越感

到我这条路走的是对的，我也想给像我有这

种心态的人起一个作用，要相信组织，不要自

己总有那种侥幸心理了，要主动地投案自首。

据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553.1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280.6 万件，谈话函询

58.7 万件次，对 86.3 万名党员作出党纪处分，

对 22.5 万名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面对
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一大批有问题干部主
动投案。 (南方)

日前，经山西大同市委批准，大同市纪
委监委对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党总支书记、副
馆长刘继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刘继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
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对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顶风违纪，以
学习培训为名携妻带子公款旅游，在公务用
车使用上大搞特权；组织观念淡漠，瞒报个
人房产，不按要求报告个人去向；将公权力

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化公
为私，权钱交易。

大同市纪委监委指出，刘继强身为党员
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
贿犯罪，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
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
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大同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大同市

委批准，决定给予刘继强开除党籍处分;由市
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刘继强，男，汉族，1960 年 3 月出生，山西
灵丘人，大专学历。刘继强长期在大同灵丘
县工作，曾先后担任灵丘县政府党组成员、
政府办主任，县农业局局长，县发展和改革
局局长，县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局）局长、转
型综改办主任等职。2016 年 5 月，刘继强出

任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副馆长，并于 2017 年 3
月起任馆党总支书记、副馆长（副处级），直
至 2019 年 11 月初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网站 2015 年资料介绍，1970
年，原北京军区和山西省在平型关战役遗址
修建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平型关大捷纪
念馆经修缮后于 1990 年重新开馆，2001 年杨
成 武 将 军 为 平 型 关 大 捷 纪 念 馆 题 写 了 馆
名 。 2007 年 纪 念 馆 进 行 改 扩 建 和 重 新 布
展。 （澎湃）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落马前后诸多细节被披露

带着3个箱子主动投案

在公车使用上大搞特权
山西大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副馆长刘继强被双开

艾文礼上交涉案款物艾文礼上交涉案款物

四川广汉市原市长江建君涉嫌
受贿被查

2次收开发商
200万“感谢费”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邓明贵行贿罪一审刑事判
决书，其中披露了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
董事江建君的受贿事实。

江建君历任广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之后曾在四
川省化工控股（集团）公司任纪委书记，在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党委委员、董事。2018年2月被宣布调查。

旅行袋装100万现金

2018 年 8 月，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发布消息称，
江建君在任广汉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涉嫌受贿罪，已被逮

捕。邓明贵（四川广汉和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广汉市和平

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先后送给时任广汉市长江

建君共 200 万元“感谢费”。

第一笔发生在 2007 年。据判决书：邓明贵得知广汉市浏

阳路金华村2社村民寻求开发商合作，准备将政府给其一块安

置用地用于商业住宅开发，邓明贵找到江建君，寻求支持，江

建君表示愿意帮忙。邓明贵通过江建君的帮助顺利完成该宗

土地的变性手续，并通过政府招拍挂程序拍得该宗土地。

2007 年下半年一天，为感谢江建君的“关照”，邓明贵从

自己存放在车库内和小车里面的备用金中拿出 100 万元，装

在一旅行袋内，然后给江建君打电话，说要感谢她。江建君

接电话叫邓明贵与其弟弟江某联系。邓明贵见面后将装有
100万元的旅行袋交给江某。当晚，江某便将钱交给江建君。

在家门口收现金

第二笔发生在 2009 年。邓明贵得知四川东方轴承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轴厂”）要搬迁，原址土地可以变性用

于房地产开发，就向江建君提出想参与“东轴厂”土地开发项

目，并请其帮忙引荐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与其认识。

之后，江建君与“东轴厂”的法人代表张某在一起吃饭中

谈及“东轴厂”土地变性一事，并借机将邓明贵介绍给张某认

识，提出由邓明贵为其办理“东轴厂”原址土地的变性手续。

张某在得知邓明贵与江建君关系甚好，且自己在办理土地变

性手续过程中无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顺利推进土地

变性工作开展，便同意由邓明贵帮忙办理土地变性手续，并

让邓一起开发该宗土地房地产。2009 年上半年，邓明贵在江

建君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东轴厂”土地变性手续。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邓明贵便在其小车内和车库备用金

里拿出人民币 100 万元，装在一个布质旅行袋里后电话联系

江建君。邓明贵便带上布质旅行袋，开车至江建君所住的广

汉市阳光丽苑小区。不久，江建君出来，邓明贵将装有现金

的布质旅行袋递给江建君，后双方各自离开。

法院认为，邓明贵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最终以行

贿罪，判处邓明贵有期徒刑 2 年，宣告缓刑 3 年。

截止目前，江建君涉嫌受贿案正在办理中。 (新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