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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9日讯 好意搭
乘他人，却不幸发生车祸，造成
搭乘人员受伤，这个“锅”该谁来
背？近日，湖南临湘市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搭乘人
陈某诉请司机承担其受伤后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那么，法院
究竟会如何来判？

2018年5月6日， 驾驶电动
三轮摩托车的余某好意载陈某
前往临湘市坦渡镇。 行驶途中，
摩托车与林某驾驶的电动三轮
车发生碰撞，造成陈某和林某同
时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均未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导致证据
灭失， 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
事后，由于两车司机都未对自己
进行赔偿，陈某遂将两名摩托车
司机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无法明确此
次事故发生是其中一方的过错

造成，对当事人的过错无法进行
认定。被告余某、林某均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本次事
故承担同等事故责任。陈某作为
成年人在应当知道非营运车辆
的货箱不能载人的情况下仍乘
坐在货箱内出行，自身也存在过
错，且余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搭载
陈某系好意搭乘，应适当减轻余
某的赔偿责任。据此，临湘法院
判决余某承担35%的赔偿责任，
林某承担45%的赔偿责任，原告
陈某自行承担20%的费用。

办案法官表示， 好意搭乘是
司机出于善意、 无偿地让他人乘
坐车辆， 好意同乘的风险不应由
司机一方全担， 搭乘人在无偿乘
坐他人车辆的时候应具有风险意
识， 不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脱到
司机身上，不能让“好人没好报”。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陈希

这些酒店里见“网友”的男
人，遭遇的均是同一个网络招嫖
团伙。

检方介绍， 自2017年以来，
被告人杨承厚与李明在长沙等
地组织人员上门卖淫，孙美玉负
责陪同护送，杨德兰是该团伙卖
淫女，与杨承厚是情人关系。

2018年3月至10月，杨承厚、
孙美玉、杨德兰在长沙县、长沙
市岳麓区等地，招揽“马仔”和卖
淫女（内有未成年人）从事组织
卖淫活动。通过网络聊手获取招
嫖信息后，安排“马仔”送卖淫女
上门。除了嫖资，杨承厚还允许

“马仔”以“出台费”等名义向嫖客
索要财物，一旦与嫖客因额外费
用发生冲突后，纵容“马仔”使用
暴力、 威胁等手段获取利益，并
指挥其他人支援。

检方认为，该组织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生活秩
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涉嫌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
犯罪。此外，该恶势力犯罪组织
还组织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失
足女进行卖淫，应当以组织卖淫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受审人数众多，庭审持续
3天，法院将择日宣判。

指使“马仔”送人上门，威胁强索出台费
长沙县开审一网络招嫖涉恶案，33人受审，涉抢劫、寻衅滋事等多项犯罪

本报11月19日讯 保姆上班
才第一天，居然就盗走了雇主家中
的金项链和现金。今天，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法院审理这起盗窃案，
保姆陈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年，处罚金6000元，并被责
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1161元。

今年8月20日， 由于家里的
保姆离职，长沙的李娭毑通过家
政服务公司雇佣了保姆陈某。双
方口头约定，由陈某在李娭毑家
做住家保姆，主要负责做饭和打
扫卫生，月薪3000元。

当日10时，陈某来到李娭毑
家，简单交流之后，便开始投入
工作， 不仅卖力地打扫了卫生，
还做了一顿午餐。下午2时，李娭
毑简单交代几句就出门了。陈某
在打扫房屋主卧室时发现电视
机柜上的一本存折里夹着600元
现金， 当即将钱揣进了自己口

袋。接着，她又在一柜子里找到
两条黄金项链，也收入囊中。

下午6时左右， 李娭毑回到
家中，陈某谎称自己在打扫卫生
时摔了一跤， 想到医院去看病。
临走前她向李娭毑表示，住在这
里不习惯， 让她再找一个保姆。
好心的李娭毑还打算陪陈某去
看病，并结算其半天工钱，陈某
推辞后就匆忙离开。之后，李娭
毑发现家中财物被盗，报了警。

9月17日零时许， 陈某在开
福区伍家岭某小区附近被民警
抓获。 经长沙市开福区价格认证
中心认定， 盗取的24K黄金项链、
999黄金项链共计价值10561元。

法院认为，陈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窃取他人财物， 作为累
犯，应当从重处罚。法院采纳公诉
机关的量刑建议， 作出了上述判
决。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利用微信交
友进行网上招嫖，
强迫对方支付“出
台 费 ”。11 月 19
日，长沙县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被告人杨承厚等33人涉嫌犯组织卖淫、 协助组织卖
淫、抢劫、寻衅滋事罪一案。该组织利用网络招嫖，在卖
淫活动中多次抢劫、殴打嫖客，榨取
钱财。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君

酒店见“网友”，随行还来了一名壮汉

2018年3月12日晚， 陈某
杰、陈某斌入住长沙市芙蓉区某
酒店， 他们通过微信“附近的
人”， 添加了一个衣着暴露的女
子头像为好友， 陈某杰便将酒店
名称、房间号等信息发给了对方。

当晚11时许，一名女子如约
来到了该房间，但随行的还有一
名壮汉。由于见面前双方已经讨
论好了“特色服务”内容，两人对
壮汉的出现略感惊讶。

面对临时加价的要求，陈某
杰、陈某斌表示拒绝，争吵一触

即发。为了让两人服软，壮汉叫
来了两名帮手。在看到对方亮出
了腰间弯刀，以及“要钱还是要
命”的恶语威胁时，陈某杰、陈某
斌只得破财消灾， 当即支付了
1300元。

2018年8月29日晚，邓某入住
长沙市岳麓区某酒店， 遭遇如出
一辙， 当晚就有一男一女到其房
间。邓某在支付完嫖资后，对方伸
手向他讨要“出台费”（类似于车马
费）。邓某一口拒绝，当即遭遇棍棒
威胁，无奈之下，支付了400元。

网络招嫖团伙已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

无偿搭乘他人遇车祸负全责？
法官：好意同乘的风险不应由司机一方承担

上班第一天就偷走雇主2条金项链
长沙一保姆获刑1年，4年前曾因盗窃罪判刑9个月

株洲一重大火患单位被挂牌督办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火灾事故的发生，全力维护全县
火灾形势持续稳定，近日，株洲
炎陵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对
炎陵县金色童年幼儿园重大火
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的批复》，
同意对炎陵县金色童年幼儿园
实施挂牌督办，整改火灾隐患。

10月29日，炎陵大队消防监
督员在检查中发现炎陵县金色
童年幼儿园的儿童用房设置在
五层，违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及经大队集体议案，综合
判定炎陵县金色童年幼儿园已
构成重大火灾隐患，并提请炎陵
县人民政府对该单位重大火灾
隐患进行挂牌督办。

下一步，大队将督促该幼儿
园制定整改方案，及时跟踪整改
进程， 并上门指导整改工作，确
保该重大火灾隐患在规定期限
内整改完毕。

■通讯员 周舟

邵阳大祥区曝光
8家重大火患单位

近期， 邵阳市大祥区消防
救援大队排查出8家单位被依
法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提请政府
挂牌督办。

8家单位分别是：邵阳市大
祥区童之梦幼儿园、 邵阳市大
祥区新东风服装城、 邵阳市快
乐宝贝幼儿园、 邵阳市华夏之
星幼儿园（华夏潜能）、邵阳市
大祥区秸艳音乐餐厅、 邵阳广
电大酒店、 邵阳鑫都文化娱乐
有限公司、 大祥区红旗路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为人员
密集场所， 一旦发生火灾极易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了解， 上述单位普遍存
在防火分隔不到位、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瘫痪、 未按规定设置疏散指示
标志和排烟设施、 灭火器和疏
散、 应急照明灯配置数量不足
等火灾隐患， 以及部分建筑材
料耐火极限不符合要求， 违章
搭建占用防火间距、 幼儿园在
第四层办学等问题。

大队对上述重大火患单位
明确了整改措施和期限， 对逾
期整改不到位的， 将依法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通讯员 张卿 刘深根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11
月19日发布的一份网络犯罪司
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6
年至2018年人民法院审理的网
络犯罪案件中30%以上涉及诈
骗罪，占比最高。 ■据新华社

网络犯罪
超三成涉及诈骗

遗失声明
湖南创一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8
177226115K）遗失财务章、 法
人代表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82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邹雄师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近湖二路 1 号湖
墅嘉园 2 期 A 地块 2-D9 栋 10
5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2018034
8352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80350686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
（2019）湘 1321 执 572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宋敏、胡清梅名下坐落于
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 199 号鄱
阳小区丰景苑 11 栋 304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711127021、71
112702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双峰县人民法院
◆祝卫平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 JY14312280229042,声明作废。

◆蒋周琦遗失奥林匹克花园
雅典组团 C 栋 602 室房产
证，证号：长房产证雨花字第
00619414 号，声明作废。

◆张维君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32219010544，声明作废。
◆吴传秋 432424196402262436
第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蕾(父亲:黄旭荣，母亲:曹
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82491，声明作废。

◆贺景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4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特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湖南湘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核发的股权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 120000072981，股
金账号 940013171925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