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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卢国伟 江毅轩 梅安生" 昨日!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喷

泉击伤女大学生案"本报
!"

月
#$

日

周末版曾作过详细报道#作出二审判

决$广场管理单位西峡县建设局承担

的责任由一审判决的
#"%

改为
&"%

!

赔偿受伤女大学生严某经济损失

'&(")*&+

元!精神抚慰金
!

万元%

今年
!$

岁的严某是南阳某大学大

三学生%

#""&

年
'

月
!&

日
#"

时许!严

某与同学在西峡县时代广场游玩时!被

喷泉主喷水柱冲起并摔倒!下身流血不

止%经医院诊断!严某阴道裂伤!直肠损

伤!直肠阴道瘘!失血性休克% 最后!严

某花费各项治疗费用
!,

万余元%今年
&

月!严某将时代广场的管理者&&&西峡

县建设局诉至西峡县人民法院!要求被

告赔偿各项损失
!'

万余元%

西峡县法院认为! 导致事故发生

的主要过错在于原告! 遂判决西峡县

建设局担责
#"-

!赔偿原告严某
#.+)+

万元% 严某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西峡县建设局也以自身

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为由提起上诉%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西峡县建设局未尽到管理人义务!应

担责
&"-

!故判决$撤销原判!改判西

峡县建设局赔偿严某经济损失
'.&(

万元!精神抚慰金
!

万元%

!"#$%& '()* !"#

安报讯!记者张可实习生武馨"

两只无证犬被撞后一死一伤!犬主人李

女士要求车主王女士赔偿% 昨日!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女士

因违规养犬被判决承担主要责任!而王

女士只需承担
("-

的赔偿责任%

#""&

年
!"

月
#&

日! 郑州市民

李女士的两只美卡犬 '王子 (和 '美

儿(在某小区内嬉戏玩耍时!被一辆

行驶的轿车撞上%'王子(被撞死!'美

儿(被撞伤%

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二大队认

定李女士和王女士双方均无导致该

交通事故的过错! 属于交通意外事

故!双方均无责任%

但李女士认为!王女士应负赔偿

责任!遂提起诉讼!要求王女士赔偿

'王子(的购买费用等损失%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一审根据

公平原则!判决李女士与王女士各承担

一半民事责任% 王女士表示不服!遂向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女士作为狗的饲

养人和管理人!违反了)郑州市限制养

犬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犬只未尽到

足够的管理责任!导致犬只与车辆相撞

死亡! 对造成本案纠纷应承担主要责

任+而王女士驾驶车辆未尽到足够的安

全注意义务! 对造成本案纠纷应承担

("-

的次要责任% !线索提供 李传炜"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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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记者 王海锋 郭富昌

通讯员 杜鹏"洛阳市吉利区农民秦

焦枝为丈夫程社会在泰康人寿保险

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泰

康保险公司#投了两份保单%投保一

年多后!程社会因肾病综合征-肝硬

化等死亡% 当秦焦枝要求泰康保险

公司赔偿时! 该公司却以程社会夫

妇没有如实告知程社会曾患过胃炎

为由!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秦

焦枝起诉至法院!

!!

月
##

日! 洛阳

市吉利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判定

被告泰康保险公司所作解除保险合

同 ,保险单号
"($!$$'&

# 的决定无

效%

被保险人患病
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

年
!"

月! 被告泰康保险公

司的保险营销员张某向洛阳市吉利

区的农民程社会及其妻子秦焦枝推

销保险!在张某的劝说下!秦焦枝为

其夫程社会投保了该公司的'吉祥相

伴定期保险(和'世纪泰康个人住院

医疗保险(各一份%但天有不测风云!

#"",

年
(

月! 被保险人程社会出现

全身水肿!并以 '肾病综合征 -肝硬

化( 入住洛阳市吉利区人民医院!后

被确诊为$肝硬化-腹腔感染-肝肾综

合征-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投保人秦

焦枝原以为可以依靠'世纪泰康个人

住院医疗保险(为这个困难的家庭分

担风险!可是!泰康保险公司却以被

保险人程社会以前患过胃炎!违反如

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住院医疗

费用% 程社会由于没钱治病只好于

#"",

年
,

月
#'

日出院%

#"",

年
&

月! 程社会夫妻一纸

诉状将泰康保险公司告到了吉利区

法院% 在开庭前!因泰康保险公司向

程社会支付了
#!""

元的理赔金!原

告撤回起诉%

保险公司以#未告知$为由
解除保险合同

#"",

年
!!

月
#

日! 泰康保险公

司又向秦焦枝催收了第二期的保费%

然而 !

#"",

年
!!

月
##

日秦焦枝却

突然收到泰康保险公司的)解除保险

合同决定通知书*% 解除合同的理由

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违反了如实告

知义务%

#"")

年
(

月!被保险人程社

会因为肝病身故%

随后!秦焦枝再次将泰康保险公

司告上法庭!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泰康

保险公司所作的)解除保险合同决定

通知书*无效%

在庭审中!泰康保险公司出示了

投保单和告知书原件% 原告秦焦枝确

认其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签名是

真实的!但是他们签名时投保单和告

知书全部是空白的+保险代理人张某

的名字是其丈夫李某代签的% 秦焦枝

的代理律师发现!投保单中有多处涂

改% 对于这些问题!泰康保险公司未

置可否% 泰康保险公司称$在办理以

上保险合同时! 公司只是通过目测!

见被保险人程社会天天劳动!就认为

其身体健康! 就为其办理了承保手

续%

秦焦枝说!当时泰康保险公司在

卖保险的时候只管收钱!只对他们夫

妻讲参加保险的好处和保障!没有询

问其他的!也没有要求作体检%

被告泰康保险公司代理人坚持

认为$'程社会夫妻二人的签字已经

表明他们知道应当向保险公司履行

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该款保险只对健

康人承保!而被保险人程社会以前患

过胃炎!他是不健康的人!不符合该

款保险的要求+而且程社会夫妻二人

对患过胃炎的事实也没有如实告知

公司!公司当然可以以违反如实告知

义务的理由解除合同% (

原告律师认为
保险公司放弃了%询问权&

原告代理人河南洛太律师事务

所律师吕进认为 !泰康保险公司在

签订保险合同时违规操作 !实际上

放弃了 '询问权 (的行使 +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对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

情况未全面反映 !是基于保险公司

未依法进行询问 !其行为并不构成

对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 !故酿成纠

纷的责任在保险公司 !公司以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违反如实知告义务

而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 另

外 !吕进认为泰康保险公司对承保

风险的审查应当在承保前 !而不是

承保后 % 泰康公司在承保时不询

问 !在合同生效后长达二年的时间

内只管收费 !在出现保险风险后千

方百计调查被保险人的历史健康

状况 !为不理赔寻找理由 !恶意明

显 % 吕进认为该案很重要的一点

是 $被保险人程社会在投保前曾经

患的是胃炎 !而且已经治愈 !和死

亡风险发生的原因 '肾病综合征 -

肝硬化 ( 并无医学上的直接联系 !

因此其投保前是否患过胃炎告知

与否并不会影响到保险人对程社

会的承保风险%

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败诉

!!

月
##

日!洛阳市吉利区人民

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定 $本案是因

保险合同引起的纠纷 !泰康保险公

司业务员张某与被保险人程社会

原已相识 !且在投保时认为程社会

无身体缺陷 !未听说过曾生病或就

医 !认为投保单告知事项与被保险

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泰康保险公

司未对程社会进行进一步的医疗

评估及测试 !即与秦焦枝 -程社会

签订 )吉祥相伴定期保险合同 *!故

该院认为程社会在投保时符合泰

康人寿保险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吉祥相伴定期保险合同 * 的投保

条件% 泰康保险公司以订立保险合

同时 !投保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 !足以影响公司承保为

由所作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无效 !

遂判决 $被告泰康保险公司所作解

除保险合同 ,保险单号
"($!$$'&

#

的决定无效 +被告泰康保险公司承

担全部诉讼费用%

安报讯!记者 李向华"昨日!

由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提起抗

诉的颜某故意伤害一案有果!经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重新组成合

议庭审理此案!二审改判有期徒

刑
!(

年%

!$'$

年
(

月出生的被告人

颜某 ! 于
#""&

年
!"

月
!(

日在

郑州市二七区老代庄其男友陈

某,未成年#的租房处!因陈某提

出分手!两人发生争执% 颜某遂

用刚从超市买来带在身上的水

果刀将陈某左后腰处扎伤% 后陈

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法医

鉴定!陈某系被他人用单刃刺器

刺破脾脏及脾胃韧带血管致急

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颜某

于次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颜

某未与被害人家属达成民事赔

偿协议%

此案由二七区检察院审查

于今年
#

月
&

日提起公诉%

,

月

!"

日! 二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判处被告人颜某有期徒刑
'

年!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丧葬费等各种费用共计
##()!

元%

宣判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

人及诉讼代理人均表示不服!提

出上诉% 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经

审查认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

人死亡!依法应在
!"

年有期徒刑

至死刑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被告人颜某虽系未成年人-有自

首情节!但在被告人民事赔偿不

到位及被害人也系未成年人等

具体情况下!减轻判处有期徒刑

'

年!量刑畸轻%鉴于被害人法定

代理人及诉讼代理人申请检察

机关抗诉 ! 且结合本案具体案

情!认为对此案应提出抗诉%

二七区检察院随后将案情

及抗诉意见向郑州市检察院作

了汇报!得到支持!遂于
&

月
!

日

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 被害方同时提出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 请求赔偿死亡补偿费-

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

万余元%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

作出裁定$撤销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

#""+

# 二七少刑初字第

&!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郑

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重新组

成合议庭!依法改判被告人颜某

有期徒刑
!(

年! 附带民事赔偿

$#!"!.!

元%

!线索提供 刘东健 张金环"

+,$-./0123!4

检察院抗诉
杀人者被重判

5678( 9:;* %"#

投保一年多'被保险人因肾病综合征(肝硬化等身亡
泰康人寿以投保人患过胃炎未告知为由解除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