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2 月 2 日下午，李某与张某等 9
人先后到该市一间KTV场所娱乐，其间，李
某与同伴在KTV一起唱歌、喝酒。后李某
自行离开，在回家途中摔伤，在医院住院治
疗 19 天。李某受伤后，因赔偿问题与张某
等 9人协商不成，遂于 6月 24日向灵宝市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起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经李某申请，该院委托，李某的伤情被三门
峡明珠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伤残等
级二级；大部分护理依赖。另查明，原告的
经济损失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33237.47元。

灵宝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李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身

体状况、酒量大小有清醒认识，也应当清楚
过量饮酒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但其疏于
履行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在饮酒过程中
未进行自我控制，导致过量饮酒。原告没有
证据表明参与饮酒的人有故意劝酒，导致原
告身体伤害的主观故意，故作为过量饮酒的
原告，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对其饮酒的后
果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张某等 9 人在原告
饮酒时及酒后应尽到提醒、劝阻、照顾、护
送和通知义务，但他们在明知原告酒后需
要独自回家的情况下，没有对其护送或通
知其家人，主观上亦存在过错，且没有证据
表明原告的受伤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应
推定原告的伤害与过量饮酒有关。9 名被
告的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
事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及本案实
际情况，原告自己承担 80%的民事责任，9
名被告共同承担 20%的民事责任，因不能

证明 9名被告各自责任程度的大小，故 9名
被告共同承担的 20%责任平均分担，并互
负连带清偿责任。

近日，灵宝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张某
等 9 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各赔偿原
告李某经济损失 9627.50元，并互负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文明饮酒才能尽酒之效。本案主审法
官提醒广大市民：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在
朋友聚会时饮酒请“量”力而行。饮酒过后，
各饮酒人应当互相照顾，保证人身和财产安
全，以免发生损害。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席静杨晓峰）

郑睿琳、郑钧译、郭增荣、阎五一：
孙鹏依据郑州黄河公证处于2014年12月23

日出具的（2014）郑黄证民字第36873号公证书，
于2015年6月29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郑睿琳
出具执行证书，保证人为郑钧译、郭增荣、阎五
一。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壹拾万元
（RMB100000.00），及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暂
计至2015年6月29日的利息为人民币壹仟贰佰
陆拾元）、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6月29日的违约
金为人民币壹万贰仟玖佰零叁元）以及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告》见报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议，我处将依法
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八号。
联系电话：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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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海波：

本院受理原告吕黑女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长期下落不明，采取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期满次日 8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卢氏县人民法院 2015年7月2日

张毅星、朱登芹、河南合美家居有限公司：
郑州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郑州市绿城公

证处于2014年11月8日出具的（2014）郑绿证经字
第6817号的公证书，于2015年6月16日向我处申
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2、期内未清偿
利息，共计人民币叁万叁仟元整（￥33000）；3、逾期
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5年
6月14日至执行完毕之日止；4、违约金，按借款金额
的20%计算；5、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工作日内
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经五路中青大厦15
楼郑州市公证处。联系电话：65905038（郝先生）
65905045-328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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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灵宝市国税局积极组
织人员，组成代表队，在该局副局长董
剑克的带领下，参加了该市首届“宝源
杯”龙舟大赛。

据了解，比赛在函谷关景区太极圣
湖举行，共 22支代表队参赛，每队包括
鼓手共 8 人。比赛中该局队员斗志昂
扬、齐心协力、团结拼搏、奋勇争先，最
终荣获“优秀组织奖”，树立了国税部门
的良好形象。 （刘珺珺）

今年以来，上蔡县公安局以全面加强执
法规范化建设为核心，加大对执法工作软硬
件建设投入力度，建成了全省一流的标准化
执法办案中心。图为驻马店市公安局领导到
该场所检查观摩指导工作。 记者 陈磊 特约
记者朱剑锋 通讯员张凯华摄影报道

法一 线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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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法院
多举措促立案登记工作发展

本报讯 自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
以来，潢川县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明显
增加，特别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同比
增幅较大，立案登记工作秩序井然。
该院不断拓宽服务范围，推行预约立
案、网上立案；立足现有条件，做好诉
讼服务中心的软、硬件配套；选拔优
秀干警充实到立案工作一线，保证登
记立案工作持续稳定运行。（刘鸿钧）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焦作
市中站区国税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表彰
2014至2015年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党员。随
后，该局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进一
步激发党员创先争优意识，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服务意识。王姝敏摄影报道

沁阳市万业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的位于沁阳市香港街与小官路
交叉口的“盛唐庄苑”在建工程22
套房屋，建筑面积4161.56㎡，车
库建筑面积 1702.85㎡，共计
5864.41㎡抵押给沁阳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作为贷款担保。若有购
买以上房屋的购房客户，请在七日
内与开发商结合到房管部门办理
预购商品房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
备案手续的，沁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将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沁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沁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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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事儿

结果

2014年8月，40多岁的男子赵某经熟人
介绍到许昌某担保公司上班，主要工作是为
公司讨要各种欠账，公司老板承诺讨要回的
钱按 5%提成。后赵某陆续给公司讨回 100
多万元欠款，公司却只按月给赵某发正常工
资，没有给其业务提成。赵某在公司多次找
老板索要提成，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5 时许，赵某约

着两名同事一起找老板谈提成的事。走到
公司楼下时，看到老板所开的丰田霸道越野
车在楼下停着，赵某想到老板迟迟不兑现承
诺的提成，加之中午他又喝了酒，在酒精的
作用下，赵某便将对老板的不满与怒气撒到
这辆丰田霸道越野车上。他跳到该车的前
引擎盖上，先是用力在引擎盖上蹦了几下，
随后又用脚将前挡风玻璃踹烂，致车前引擎
盖、前挡风玻璃、太阳膜被损坏，后赵某的两
名同事将赵某从车上拉下。经鉴定，被损坏

物品总价值为9627元。

6月26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赵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遂判决
赵某犯故意损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记者 胡斌 实习生 刘强 通讯员 芦萍
正勤）

莫借酒精

魏建军、魏晓航、张晓红、王现利、河南荣成建设有
限公司：

史蕾依据郑州市黄河公证处出具的（2014）郑
黄证民字第36594号公证书，于2015年7月1日
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魏建军出具执行证书，保证
人为魏晓航、张晓红、王现利、河南荣成建设有限
公司。执行标的为：本金贰拾万元，实际清偿之日
的利息壹仟伍佰陆拾元；违约金陆仟贰佰元；以及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在《公告》见报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议，我处将依法出具
执行证书。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八号。
电话：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7月2日

与友饮酒后受伤 同饮者连带担责

李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漯河市召陵
区某公司工作。平时为人随和、工作勤奋
的李某，在大家眼中是个老实的潜力股。
然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14年 5月，李某
女友提出与李某分手，并远走他乡。由于
失恋后状态不佳，李某工作上频发失误，
多次遭到领导责备，工作也亮起了“红
灯”。好友王某看到他最近生活频发状

况，便主动约他喝酒解闷。微醉后，两人
又叫来一帮好友前往某娱乐场所。其间，
王某上厕所时，在走廊内不慎与张某发生
碰撞并产生矛盾，此时，李某出来透气，正
好看到王某与他人发生激烈争执，李某正
值心情郁闷无处发泄，于是便借着酒劲儿
伙同王某将张某打至重伤。随后在众人
围观中，李某逃跑。

半年后，因经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李某
最终选择投案自首。

近日，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李某与他人结伙故意伤害张某的身体，
致张某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伤害罪。案发后，李某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且赔偿了张某的经济损失，获得了张
某的谅解，遂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
月，宣告缓刑三年。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袁刻攀）

失恋后状态不佳 借酒劲重伤他人

业务提成未兑现 员工酒后踹烂老板的车
因公司承诺的高额业务提成未给

员工兑现，员工借着酒劲儿将对公司
的不满和怒气发泄到公司老板的豪车
上，将老板豪车的玻璃踹烂。

女友离开后，工作遭遇瓶颈期。漯河市
的李某酒后选择了暴力的方式，将他人打伤
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灵宝市国税局
积极参加龙舟大赛

常言道：小酌怡兴，大饮伤身。男子李某
和朋友娱乐期间饮酒，席后独自回家，结果不
慎摔伤。伤者李某遂将娱乐期间共饮的 9 名
同伴均告上了法庭。

惹是非

C

B

A

身边的事儿

身边的事儿

结果

结果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