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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上午，南阳
市卧龙区法院法官走进南
阳师院法学院，对一起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案件进行巡回审判。

今年6月17日凌晨12
时许，理发店老板王某在
市区一家 KTV 订了个包
间，和徐某、刘某、郭某、李
某、张某、马某、曹某、魏某
等人在微信上相约一同去
唱歌、喝酒。众人在 KTV
娱乐期间，刘某突然休克
昏倒在地，其他同行人员
立即将刘某抬到大厅实施
抢救并报警，经 120 施救
并送至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确定刘某是因饮酒并
发心肌断裂、肺水肿、脑水
肿等急性呼吸功能障碍导
致死亡。

事发时刘某未满16周
岁，生前在王某和徐某合
伙经营的理发店打工。对

于儿子的死亡，刘某的父
母遭受了巨大打击，认为
KTV及王某等同行的8人
都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与多
名被告协商无果，刘某的
父母遂将KTV及王某等8
人诉至法院，要求共同赔
偿刘某死亡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共计499437.61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
受害人刘某出生时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治疗后刘某
的心功能为一级，但仍需
注意并发症的发生。

本次事故中，经鉴定，
饮酒为刘某死亡的辅助因

素。刘某在知道自己有心
脏病的情况下，还大量饮
酒，原告作为刘某的父母
亲和法定监护人，未履行
好监护责任，也没有向法
庭举证证明在刘某手术后
带他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复
查并监督其服药。因此，
原告二人对刘某的死亡后
果也有过错。

被告 KTV 没有履行
好法律规定的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义务，且未要求其
出示身份证件，并向所在
的包间内送酒。

作为聚会组织者王
某、徐某没有在刘某饮酒

时进行劝阻。张某、李某、
马某、曹某等人作为成年
人，应当履行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责任，但在刘某饮
酒时未进行劝阻，均存在
过错。同去的魏某因在事
故发生时不到14周岁，仍
属于未成年人，不宜认定
其有过错。

综合各被告责任大
小，法院判令原告父母对
刘某的死亡承担 60%责
任；被告 KTV 承担 20%的
责任；被告王某、徐某各承
担 5%的责任；被告张某、
李某、马某、曹某各承担
2%的责任。

公安部定名的特
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该案因2018年2月18
日被害人向安康铁路公安
处报案而案发，公安部定
名“2·18”特大电信网络诈
骗案。

根据指控，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被
告人李某、黄某等人以办
理广州强邦化妆品有限公
司“姬佩诗”牌化妆品营业
执照名义，建立非法传销
组 织 ，要 求 参 加 者 缴 纳
2900 元费用获得加入资
格。

该传销组织分为业务
员、主管、主任、经理、老总
五个层级，在湖北荆州市、
随州市及河南方城县等地
活动，并设立多个窝点，其
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
员共计47人。

该组织每天在驻地向
成员灌输不劳而获的思
想，推介“快速发财”的捷
径：业务员每发展 1 个下
线，可分到2900元的15%；
主管每发展 1 个下线，可
分到 2900 元的 20%；主任
每发展 1 个下线，可分到

2900 元的 30%；经理每发
展 1 个下线，可分到 2900
元的42%；老总每发展1个
下 线 ，可 分 到 2900 元 的
52%。这样，新人只要交
2900 元加入公司，努力工
作，业绩突出，就能一路从
业务员、主管、主任、经理
晋升为老总，最后能挣到
290万元！

以网恋形式转行
诈骗供养传销组织

该组织里的这么多人
既要租房子，又有手机、交
通、吃饭、看病等生活开
支，仅靠层层上交的钱差
得远。

为维持该传销组织的
生活及运转费用，团伙成
员通过微信交友软件，修
改个人资料为女性身份，
添加陌生男性为好友，虚
构自己为单身女性的身
份，以谈恋爱为由骗取被
害人信任，继而编造与被
害人见面需要路费、生病
需要医药费等事由向被害
人索取钱财。

截至案发时，该团伙
共作案 723 起，诈骗金额
共计180余万元，723名被

害人遍及全国各地。

团伙成员被公诉，
被告人最重被判14年

今年 7 月 24 日，安康
铁路运输检察院经过几个
月的努力，以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和诈骗罪对
该案的 47 名被告人提起
公诉。

9 月 24 日 ~10 月 31
日，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分
别在案发地陕西汉中市、
西安市、安康市和贵州德
江县开庭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宣

判，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
诈骗罪罪名成立。其中，
诈骗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之
一的被告人李某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诈骗罪，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处罚金 30 万元；另
一名首要分子被告人黄某
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13年半，处罚金30
万元；其他40余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 12 年~8 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综合

传销组织支出高 伪装女性搞网恋 723名被害人遍及全国

转行诈骗,40余名传销人员获罪

插图 李庆琦

一传销团伙在湖北荆州市、随州市及河南方城县等地活动，并设立多个窝点，作案723起，诈
骗金额逾180万元，700多名被害人遍及全国。为维持该传销团伙的生活及运转费用，团伙成员
通过微信交友软件，虚构自己为单身女性，以谈恋爱为由骗取被害人钱财。近日，这起备受关注的
“2·18”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宣判，团伙成员最高获刑14年。

今年5月22日15时30分左
右，高某搭乘大客车自邓州前
往南阳市。当日 16 时 40 分左
右，运载 13 名旅客的客车行驶
至南阳市南邓路田园新城公交
车站牌附近时，高某因客车行
驶路线及下车地点问题与司机
赵某发生纠纷。高某在客车正
常行驶期间突然抢夺方向盘，
并殴打司机赵某，赵某为避免
事故而紧急停车，后二人发生
撕扯、打斗，赵某眼部受伤，高
某左胳膊受伤。

庭审中，南阳市卧龙区检
察院检察官向法庭出示、宣读、
播放有关电子视频等证据材料
并予以说明，对出庭作证人员
进行了询问。

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表
示，根据《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
行为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对于在实际载客10人以上的公
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夺方向
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
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危险
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从
重处罚，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高
某置其他乘客的生命安全于不
顾，在客车行驶过程中，多次殴
打、拉拽驾驶人员，造成司机眼
部受伤，该行为虽未造成严重
后果，但这种行为危及公共安
全，性质恶劣，应以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被告人高某追悔莫及，表
示自己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
淡薄，才造成现在的后果，希望
法庭给他一次机会，能够对他
宽大处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的
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依法应当承担与其
罪行相适应的刑事责任，遂判
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未成年人KTV内饮酒致死，
谁来承担责任？

理发店未成年员工与店老板、
其他员工深夜一起在KTV喝酒、
唱歌时，突然发生休克昏倒在地，
后经 120 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
亡。KTV与同行人员对他的死亡
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大河法律服务团：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及醉酒后死亡的，主要责任由
醉酒者承担，但是陪同一起喝酒的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一起喝酒的这些人，有这几种情况需要承担责任：一种是强迫性劝酒；
二是明知道对方已经醉酒了，仍然劝喝；第三种情况是喝完酒以后，看到对
方醉酒了，却没有护送回家。

在此也提醒大家，快过年了，聚会喝酒一定要适度！

抢夺客车方向盘
殴打司机
这位乘客被判刑

大河法律服务团：抢夺
驾驶员的方向盘,是非常严
重的事情,会造成不可想象
的后果,之前也有很多媒体
报道过类似案例。提醒广
大乘客,不要因为一时的意
气之争,枉顾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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