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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觅佳缘：欢欢 29岁当过空姐夫港总车
祸致残儿亡离寻善良男给我有孩家你如
真诚我给你一切 18650760797本人

长沙市天心区都市四通图文打
字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4933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找周姐 13308451267

遗失声明
湖南华天大任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货物销售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143000820230， 发票号码
01047696，金额 4480 元，01047700，
金额 21000元整，声明作废。

邓仁桂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11197308225617，声明作废。

宋晶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22198609041823，声明作废。

陈海波 320828197709165010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市芙蓉区定发书社原公章
作废，现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公 示
心飞洋电玩城拟在岳麓区郁金
香建材市场 2 栋 2 楼开办文化
经营场所，经营项目：电玩，经
营性质：个体，经营范围：电子
游戏。 法定代表人：陈松林，性
别：男，籍贯：长沙，按照国务院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
示暂行办法的要求， 对此进行
公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自公
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文化局
窗口反映， 我们将根据您的反
馈意见，决定是否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8860814

2011年 8月 21日

省报刊发行局湘 A06416 行驶
证副本、登记证书。客运公司湘
AY3671 行驶证。 龙骧集团湘
AY0302、 湘 AY3138、 湘
AY3397，岳麓区望岳街道办事
处湘 A18863各登记证书。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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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婚介 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激情交密友真诚择偶找红姐 82526566

女士免费征婚，男士只收茶水费
太平洋交友82459838

85214838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这女人伤不起！！！ 李娜本科毕业，夫富
商，因意外导致不育，离婚，特寻找一
位健康男帮我圆梦 18611532063重酬

男 46 岁丧偶独居健康稳重有修
养，经商收入稳定，诚寻善良体贴
真心成家女相伴一生， 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5013607327本人

想家女 33岁丧偶自营生意诚寻体
健上进男为夫 15014082176本人

周菁 4301041983100135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稳重
坦率重情顾家退伍军人现经
商,经济优,觅体贴贤惠真心成
家的女士重组家庭, 有孩可拒
游戏 15813715108本人亲谈
49 岁男诚征:丧偶,健康随和有
涵养,无不良嗜好,退伍后独自
创业, 事业有成觅一位体贴贤
惠善解人意的女士为妻 有孩
可 13751039277本人亲谈

卿卿女 31岁气质大方真心寻健康
男给我一个完整的家通话满意如
有缘助发展 18720359562【亲谈】

本人征婚（只有真诚才能找到真
爱）男 49岁丧偶退役军人稳重责
任心强经济优诚觅： 善良重情贤
惠会持家的女士为伴（有孩视亲
生）13510786257亲谈！ 拒游戏

琪琪 28 岁， 温柔体贴高雅大方觅
品正男圆我梦 15870980352亲谈

本女求缘：叶琴 30 岁夫富商无孩离为
家业密寻实在男了我心愿定金给你见
面重酬公证属实 15259285199本人

唐宇 432625197811200019 遗
失全国职称外语证英语理工
A级 2006年，声明作废。

冯向阳 43012219620216302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师迪光遗失身份证及户口簿，身份证
号 430103195511261534，声明作废。

圆梦女阿虹 28 岁 1.65 米寻健康男
士圆我美好心愿 15270528466亲谈

毛旺筠 43012119730126253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宇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
市芙蓉区湘湖渔场都市先锋 1 栋
509 号 联系人：蔡治卫 电话：13907483449

遗失声明
长沙晨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1996001，声明作废。

汪科生 430103471112205第
一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靓女 36 未育经商富裕独住不
谈 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靓女 32 短婚 1.62 经商独居不求天
长在久但愿今夜拥有 13187318525

通程律师集团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律师 调查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特寻找 5类脑瘫儿
报名截止时间，仅剩 5 天

自“著名脑病专家鞠主任为脑瘫患儿免
费亲诊”的喜讯发布后，报名电话不断，此活
动特寻找 5类脑瘫儿：

1.不会说或说话不清，只能说单字；2、不
会走路、脚尖着地，剪刀脚；3、肌张力高，手不
灵活，腿不能打弯；4、口眼歪斜，口水不断；5、
智力差，易哭闹。

活动现场将为患儿提供以下服务：
1.特邀知名脑病专家制定 721康复方案；
2.现场与脑瘫儿家长交流康复经验；

3 .赠送权威脑健康杂志《1+1 脑健康
乐园》

4.康复师实施国内首创的脑瘫特色疗
法———耳穴疗法加速脑瘫儿康复；

专家提醒：脑瘫康复，年龄越小，治疗越
早，效果越好！ 721综合康复方案在全国成
功推广 10年来，数千名患儿能说会走，甚至
上学。

报名时间仅剩 5天，抓紧报名：
0731-82227529、82294827

两著名法学专家释疑“云南高院改判”

改判李昌奎是纠正错案
法院不可无视民意舆情

记者：如何看待李昌奎改判死刑？
高铭暄： 李昌奎强奸并杀害一名女青年，

还残杀一名三岁无辜儿童， 犯罪情节特别恶
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属于罪行极
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按照刑法规定应当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 云南高院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
较好地把握了法律、政策和民意，充分体现刑
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实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
刑的政策。这也是党和国家多年来的一贯政策。
保留死刑，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适应社会治
安形势的需要， 但死刑毕竟是剥夺生命的最严
厉的刑罚，应当严格控制，慎重适用，确保死刑
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昌奎案二审不当改
判死缓，并不能说明我国现行死刑政策本身有
什么问题，只是执行死刑政策过程中在处理个
案时出现的偏差，属于个别现象。

记者：李昌奎有投案自首的情节，为何还
要判处死刑？

高铭暄：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
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刑法
第六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
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
有关规定判处”。人民法院在决定刑罚时，首先
还是要考虑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自首只是
量刑时考虑的情节之一。如果罪行本身特别严
重，即使自首也可以不予从轻。

记者：本案再审改判死刑是否是“网络审
判”、“舆论审判”？

高铭暄： 网络和媒体都是民意表达的方
式之一。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
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干涉。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审判
案件可以不尊重民意，不考虑舆情，判决结果
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社会的评论。 云南高
院再审是根据被害人亲属申诉等启动， 是严
格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的， 改判李昌奎死
刑的判决，也是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依照法
律规定作出的。这与所谓的“网络审判”、“舆
论审判”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启动再审不
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陈光中：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司法的权威
是建立在裁判公正基础上的，只有公正的裁判
才具有真正的权威。我国刑法规定，人民法院
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对
李昌奎判处死缓， 并没有体现出对上述因素的
全面考虑，就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裁量有失误，
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李昌奎案件作为个别案件，
二审改判死缓不当， 严重背离了公众对公正的
评价，再审改判死刑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是真
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

刑事再审程序是一种补救性的特殊制度，
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只适用于纠正个别确有错
误的生效裁判。不应将其他案件和李昌奎案作
简单类比。 当启动甚至滥用再审特殊程序，不
仅将极大损害司法审判的权威性，造成社会秩
序的 混乱，同时，也极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
侵害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李昌奎案在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后，云南
高院于8月22日再审又判处死刑（本报8月23日A2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
热点。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刑法专家高铭暄教授和刑事
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急剧
上升，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受审数
量，占到了整个商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还多，涉案标的逐年增大。对此，重庆
近日出台新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提
出了指导意见。

“只要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的4倍，出借人可以将利息计入本
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 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利滚利。”22日， 市高院民二庭
法官解读了市高院日前出台的《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

据悉，《意见》共20条，适用于自
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或者自然人
相互之间的借贷纠纷。经地方政府金
融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批准设立的
从事贷款、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基
金等金融业务的企业法人机构发放
贷款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意见》。

欠款逾期不还利率上浮30%
《意见》还对借款的利息计算进

行详细规定，市民借贷时，一定要约
定利息。借贷双方如果都没有约定利
息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将视为
不支付利息。

对逾期不还的借款人，《意见》也
作出惩罚性的规定： 如果逾期不还
款，逾期利息将在原利率的基础上上
浮30%。

意见第12条还规定， 对于利息
支付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视为不
支付利息， 但已经支付的利息不得

要求返还。

滚利不等同于高利贷
在重庆市高院22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意见》中第十三条对于复
利的计算成了媒体关注的亮点。这一
条明确指出，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
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的，只
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法院应予
以支持。

老公借钱不还老婆也将成被告
《意见》还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的当事人进行了规定，如果共同债权
人为两人以上的借贷纠纷，仅一人或
部分出借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其他出借人参加诉讼，但明确放
弃向借款人主张权利的其他出借人
除外。放弃债权的其他出借人对借款
人另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对于共同债务人为两人以上的
借贷纠纷，出借人仅起诉部分借款人
的，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借款人为共同
被告。

夫妻一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出借
人以夫妻双方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予准许。因为虽然借款合同
的当事人为出借人与借款人，但是借
款人为自然人时往往与共同债务的
认定有关。如果允许一审时对夫妻提
起诉讼，或许更能方便当事人并能节
约司法资源。 ■据重庆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