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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 A11

出纳受骗汇错钱被判无责
公司以被告工作疏忽为由起诉 被法院驳回
公司出纳郭女士在工作期间被诈骗 13 万元， 但在支付钱款的过程
中，公司未发觉被骗。 事后公司以郭女士工作疏忽为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其赔付经济损失。 近日，通州法院审结该案，认定郭女士已经尽
到了忠实义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出纳被诈骗 公司起诉索赔

郭女士就职于一家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担任出纳工作，平时负责该公司的对
内对外支付钱款等事务。去年 6月 27
日，郭女士收到了一个通过公司公共邮箱
发来的邮件，发件人显示是公司法人代表
林某，邮件内容是让她加入一个 QQ内
部工作讨论群。后郭女士添加了这个群，
但群里只有她和“林总”两人。
“林总”让郭女士给一个叫唐某的人
付款，收到领导指令后，郭女士就去找了
她的直接领导，发现领导不在又去找了公
司副总蒙某。蒙某询问了一下有没有发
票，郭女士与自称“林总”的人核实后得到
肯定答复，之后蒙某与林某通过微信的方
式核实了该笔钱款，并告知郭女士这笔钱
可以支付。
直到 7月中旬，蒙某问公司法人代表
林某有没有这笔款的具体发票时，林某才
回答说没有，直到此时才发现被骗。随后
蒙某和郭女士以及郭女士的直接领导报
了案，但钱款始终没有着落。
公司的法人代表林某认为由于郭女
士的工作疏忽造成公司损失，郭女士没有

按照公司流程办事才出现问题，便到通州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
其支付经济损失 13万元。通州仲裁委裁
决驳回公司的请求，公司不服裁决结果向
通州法院提起了诉讼。
尽忠实义务 判决驳回诉求

庭审中，双方各有说辞，原告主张被
告在操作付款申请前未以邮件形式向领
导确认，违反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应
当赔偿原告遭受的损失。被告对此不予
认可，称未见过《财务管理制度》，其经副
总经理蒙某口头授意后提交付款申请并
无过失。
结合法院查明的情况，法院认为原告
法定代表人林某与副总经理蒙某的微信
聊天内容可以认定，林某在与蒙某就付款
事宜进行沟通时存在误解，基于此，蒙某
同意被告提交付款申请，后该付款申请经
会计审批后汇出，可见被告郭女士对此项
工作已尽忠实义务。
故法院对于该公司要求郭女士赔偿
经济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下达后，
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400 万元买砚台 拿货不给钱
转移财产躲债多年 发现线索法院恢复执行

在一起多年前的买卖合同纠纷中，朝
阳法院判决被执行人明某某给付申请执
行人王某 350万元货款，但明某某不仅
将其所有的房产登记到了自己孩子名下，
面对当事人多次催促还钱，也避而不见。
近日，申请执行人王某获得财产线索及明
某某的行踪，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在收
到申请后，朝阳法院执行法官随王某的代
理人，来到明某某公司的办公地点，恢复
执行。
400 万买砚台 仅付款 50 万元

2010年 10月 26日，明某某作为甲
方与黄山市歙砚（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王
某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
“兹有甲方向乙
方购买砚台伍拾陆方，总计人民币肆佰万
元整，乙方同意甲方此款最迟于次年春节
前打入甲方账号。”2012年 4月 15日，明
某某再次在上述合同书复印件中写明同
年 7月 1日前全部支付。
在双方签订合同书前，王某已将 56
方砚台交付明某某。但在合同书约定的
付款期限届满后，明某某仅支付 50万元
货款，剩余 350万元一直未付。
2014年 10月，朝阳法院缺席审理判
决明某某支付王某货款 350万元。如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2015年 5月，王某向朝阳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发现财产线索 法院恢复执行

据朝阳法院执行一庭张法官介绍，当
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后，经法院查询，被执
行人名下账户仅有 80万元，当即扣划全
部资金。之后被执行人一直没有主动履
行偿还义务，因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

定终结执行。
近日，王某提供了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和行踪，法院立即恢复了执行，并与王某
的代理人前往明某某的公司进行查找。
来到公司后，法官与公司工作人员马女士
沟通了具体情况，马女士表示，公司有还
款意愿。随后法官双方约定近期到法院
执行局谈话，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
愿。法官表示，如无法达成，法院会进一步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马女士表示，公司目前遇到债务危
机，现在公司账户没有钱，之前也和王某
商量过可以把砚台拉走，也可以用车抵
债，但是王某不同意。
法官随后询问明某某目前是否在京，
马女士称，明某某目前在大庆处理公司事
务，并不在京。
采取查封措施 有权追究刑责

因对方配合法院工作，故法官并未采
取强制措施，为促进双方和解，法官还向
马女士当场送达了到庭传票，要求其转交
给明某某。
王某的代理人向记者表示，当初明某
某到黄山旅游时很喜欢王某的工砚雕，王
某当时在网上搜索明某某是“大庆首富”，
很有实力，就与其签订了买卖合同，砚台
如期寄到，货款却迟迟不来。律师多次到
登记在明某某名下的写字楼房产，每次都
吃闭门羹。经多方了解，55岁的明某某将
大部分房产均登记在孩子名下，目前两个
孩子已经成年。
据法官介绍，法院已将登记在明某某
名下的房产采取轮候查封措施，并将其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其进行限制高消
费。如果明某某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将视其情节有权追究拒执罪等刑事责任。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法医陈庆：用解剖刀还原真相
陈庆今年 40出头，白皙俊秀的面
庞，优雅斯文的谈吐，觉得更像是大学里
的一名老师，很难让人与矿井下那个孤胆
侠客一样的人物联系起来。而他就是京城
法医病理学专业新锐刑案法医，用解剖刀
“阅人无数”并解析冤屈，还原真相。
有“温度”的尸体解答疑案

“法医工作并不总是需要‘柯南式’
的冥思苦想才能破案，更多的是需要循
规蹈矩、脚踏实地的按章程和规律开展
工作，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当问及
陈庆什么是法医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时，
他回答说：“真正做到严格工作程序、耐
心全面细致。”
他告诉北京晨报记者，一年初春，一
位妻子报案称，她外出购物半小时后回
家，发现丈夫被刺死在家中床上。看着血
泊旁怀抱孩子泪如雨下的报案人，在场
的刑警安慰她，
“我们一定不会让犯罪分
子逍遥法外……”
同时，各项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
开。陈庆步入命案现场后，按照勘验工作
流程测量现场温度、死者尸体温度……
现场侦查员和一些同事不解，“事发
不到一小时，有受害人妻子口供证实，并
不需要法医提供明确的死亡时间推断，
陈法医，您这是哪一出啊？”陈庆并没有
理会，依然坚持要测量尸体温度，同事们
撇撇嘴各自走开了。一刻钟后，死者尸体
温度的温度计停留在 20摄氏度，陈庆
回过头对着现场的受害人妻子重复了一
遍：
“你丈夫是大概什么时候被杀的？”
“一个多小时前”，她哭着说。陈庆立
刻召集现场侦查员反馈，尸体温度和环
境温度基本一致，死亡时间至少在 12
小时以上，报案人有重大嫌疑。妻子怎么
也想不明白，她和同伙花了一天布置的
凶杀现场，瞬间即被识破。冰冷的手铐戴
在双手时，她瘫软在了丈夫的遗体旁边。

陈庆在工作中。

警方供图

骨质缺损，疑惑地描述出致伤工具的样
子：
“这应该是金属工具，根据颅骨上的截
面特征，它应该是个具有尖端的管状金属
工具，直径 4厘米、管壁厚 3毫米。”当时，
站在一旁的侦查员十分不解。陈庆进一步
解释，
“我也没见过，但很像老电影里检查
米袋子的管叉，竹管做的，一头用刀削
尖。”陈庆一边思索一边比划着回答，他果
断地说：
“这个应是金属质地的。”侦查员
带着陈庆的描述询问了工地的人员，工人
们很快就给侦查员拿来了“金属管叉”，这
在工地现场随处可见。侦查员发现，这与
陈庆描述的工具完全符合。
当陈庆检查那根“管叉”与伤口的吻
合度时，他沿着唯一固定的角度，想象着
打斗中管插插入人的头骨时的速度与力
道……那根管插已经严丝合缝地插入了
死者颅骨“月牙形”的缺损中。很快，由于
作案工具特殊，刑警将侦查范围迅速缩
小至案发现场（工地人员），经过几个小
时摸排，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此案由于法医准确推断致伤工具得
以迅速破获，在法医同行中得到广泛赞
誉和认可，该案也被列为经典案例，致伤
工具被陈列于北京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
心展览室。
“月牙形”凶器缩小侦破范围
有人询问陈庆经历血腥是什么感
受，
他回答说：
“我感恩我的职业，我热爱
陈庆回忆说，有一起案件让他难忘。 法医工作，我的职业能还世间一份公道，
此前，一个工地的项目经理倒在办公室的 让逝者魂安，让生者慰藉。也因为这份职
血泊之中，头部、背部有十几处刺创，现场 业，才让我明白阳光下健康幸福的生活
环境较为开放，死者的社会关系比较复
杂。为了尽快破案，陈庆连夜解剖尸体。他 是多么值得珍惜。”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张静雅
发现了死者颅骨上有一“月牙形”特征的

儿媳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吗
近日，李老伯和老伴到北七家司法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的相
所求助，经了解，村里自 2011年拆迁至 关规定，可知老年人的法定赡养人的范
今未回迁，老两口一直租房居住，随着年 围只包括老年人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
事渐高，二人生活已难以自理，要求两子 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以及有
一女轮流照顾，子女却都忙于工作，极少 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赡养
回来。李老伯咨询到儿子工作很忙，儿 人的配偶，儿媳、女婿不是法定的赡养
媳却闲在家，儿媳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 人，只负有协助赡养义务，且此法条只适
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务吗？
调解员联系到老人的三个子女，从
调解员答复老两口，《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十四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 情、理、法三方面对当事人分别进行了劝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 说。最终，在调解员的努力下，老两口和
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 儿女达成了赡养协议，由三个子女每人
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 每月出资 2000元雇保姆照料老人的生
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 活，一场家庭赡养纠纷圆满地画上句号。
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再结合
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