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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走近你，更爱你！”警营开放日开营仪式暨
首期活动在樊塘训练基地举行，有100多个亲子家庭走进警营，零距离了解长沙特巡警
日常工作与训练情况，感受警营文化。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段旖亮 摄影报道

长沙河西某小区建于
2006年， 一直没有成立业
主委员会。2008年起小区
由长沙市某物业公司进行
物业管理， 刘某是这家物
业公司的员工， 主要负责
小区内包括A楼在内的六
栋楼房的物业管理， 以及
电费、物业费的收取。2018
年8月4日下午， 刘某在清
理A楼楼顶积水时，不慎滑
落坠亡。

刘某家属认为： 刘某
以前是物业公司员工。但
是， 自2016年7月开始，接
受小区A楼全体业主委托，
对A楼进行物业管理，与A
楼业主之间是雇员与雇主
的关系。意外发生当天，因
下雨形成楼顶积水， 有业
主找到刘某， 要求刘某前
往清理积水， 这才导致了
刘某的坠亡。 因此，A楼全
体业主作为雇主， 应当对

雇员刘某的死亡承担赔偿
责任。

业主们则认为，小区
物业服务的主体是物业
公司，而刘某一直是物业
公司员工。业主与刘某之
间并没有直接形成劳务
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业主们还认为，刘某
自身存在过错。楼顶有青
苔，遇雨湿滑。派出所出
具的报告显示， 事故当
天，刘某是穿着拖鞋上楼
顶清理积水。这说明刘某
作为一名物业管理专业
人员，却缺乏必要的安全
防护意识。

2019年1月， 刘某家
属以“提供劳务者受害纠
纷”为由，向岳麓区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业
主们承担刘某的死亡赔偿
金、 丧葬费、 精神抚慰金
等，共计8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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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人员坠亡，整栋业主被告上法庭
清理楼顶积水时发生不幸，死者家属起诉索赔81万 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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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五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228 号
环景苑 4 栋 2120 室房产、产权
证 715164314及他项权证 2017
0018981、20180296563 上 的 4
栋 2120室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伊尹餐馆遗失小餐饮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湘
小餐饮 011100132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 (2020)湘 0105 执 477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陈娟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太阳山路 688 号水
映加州花园 F 区 7 栋 2104 房
屋产权证，权证号：201903963
17，他项权证：20200024592 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郴州市北湖区福城二手家具家电
商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2020)湘 0105 执 1291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汤伍列名下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 108 号
汇福苑 3 栋 803 房屋所产权
证为：20170160904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袁小蕙（父亲：袁彪；母亲：周
玉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2802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味佳粉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 年 11 月 7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570491，声明作废。

◆湖南女子学院张鹏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9115382017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下东矿产品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谭蓉亭,电话 1509636308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3253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
人朱学强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象嘴路 368 号枫华府第 E17
栋 603号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20180157842，与该房屋他项权
证，证号：201801686
87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姚敏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201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大槽里石材有限公司遗
失茶陵县工商局 2014年 2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224000014674,声明作废。

◆蒋鑫鹏于 2020 年 8 月 7 日遗失
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 4301021980
05173715，特此声明。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420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人
印松和朱敷英共同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岳麓西大道 560 号
荣盛花语馨苑 9 栋 2304 房屋
产权证，权证号：20160046136、
20160046135，他项权证：20160
032033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物业公司员工刘某去楼顶清理积水，却
不幸坠楼身亡。事发后，楼栋全体业主被刘某
家人起诉到法院索赔81万元， 刘某家人认为
业主们是雇主， 应该对雇员刘某的死亡承担
赔偿责任。

业主们需要对此进行赔偿吗？8月11日，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通报该案， 刘某家属
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冒充专家推销“补肾妙方”，一年骗了987万
我省审结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案件452件1601人

亲子家庭进警营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 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刘
某与业主们之间是否存在
劳务关系。从2008年开始，
小区就由刘某所在的物业
公司进行物业管理。 刘某
滑落坠亡时， 物业公司仍
处于服务期限内。A楼业主
们提交的物业费、 水电费
等收据，均加盖有“某物业
公司某小区管理处”印章。
并且，在第一次起诉时，物
业公司对签订的服务合同
予以认可， 并称刘某是公
司股东之一， 包片负责包
括A楼在内的六栋楼房的
物业管理。 因此，A楼业主

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刘某
到A楼楼顶清理积水是履
职行为。而刘某家属不能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某
是接受A楼所有业主委
托。因此，刘某与A楼所有
业主之间不存在劳务关
系。 刘某家属的诉请，无
事实及法律依据。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刘某
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某家属不服，向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日前，长沙中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金城

诉讼 物业员工坠亡，业主遭索赔

死者与业主无劳务关系

本报8月11日讯 省高院今天召
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法院依法
惩处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有关情况，
并发布五起典型案例。2019年1月至
2020年6月，全省法院共审结电信网
络新型犯罪案件452件1601人，其中
316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处
刑最重者为无期徒刑。 电信网络犯
罪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案件有
36件，涉案金额最高过亿元。

案件一：
“补肾妙方”一年骗了987万元

身体虚需要补肾，“中药世家传
人”的补肾方保证疗效，无效退款。
打着这样的幌子， 谈某某等45人在
一年时间里行骗四千多人次， 骗取
财物987万多元。

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25日，
谈某某等45人注册成立电子商务公
司后，租用办公场地作为窝点。通过
公司的内部分工，相互配合，按照预

先设定的“销售”程序，利用谈某某非
法获取的公民信息， 冒充具有专业医
学知识的老师、主任、专家等身份，以
打电话或微信的方式， 按话术剧本的
设计内容， 对消费者作出关于病情的
欺骗性解释、引导。

被害人点击投放的广告链接、添
加为微信好友后， 会收到伪造的相关
医疗执业许可证， 嫌疑人谎称自己在
广州有正规中医诊所， 名下的“补肾
方”为男性功能产品，具有中药治疗作
用 。 取得被害人信任后 ， 以每套
1000-4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补肾
方”。一年时间里，共骗被害人4134人
次，骗取财物共计987万余元。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谈某某等45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利用电信网络销售“药物”，骗取他人
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对谈某
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其他44名
被告人判处八年至六个月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十万元至五千元。

案件二：
房产局员工卖个人信息获刑

不少电信诈骗团伙非法购买个人

信息，这些个人信息源头在哪里？
省高院公布的另一起典型案例揭

开了冰山一角。该案中，不仅非法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的被告人获刑，其中一名
被告人为拓展业务非法购买公民个人
信息，同样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16年6月至2017年9月，成某某
利用担任株洲市房产局员工的职务便
利，从房产局获取1.9万条公民个人信
息出售给他人， 累计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2万条次， 非法获利约7万元。2013
年至2017年期间，周某某利用担任株
洲市自来水厂GIS室主任的职务便
利，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万多条出售给
他人，从中获利约1万余元。罗某某等5
名被告人从以上两人或他人处购得公
民个人信息后转卖，非法获利约4万元
至1万元。刘某某从罗某某等多人处非
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后用于拓展业
务，获利14万余元。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成某某等8人均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 被告人谢某某在实施
部分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系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处罚。该院
对成某某等8名被告人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判处三年六个月至八个月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146000至3万元不
等。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