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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排列3第19015期全国销售
15332602元。开奖号码：424。
直选全国中奖6925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6758
注，单注奖金346元。9272018.19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15期全国销售
11120308元。开奖号码：42472。
一等奖53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11295780.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7 星彩第 19007 期全国销
售 10465812 元 。开 奖 号 码 ：
2840689，一 等 奖 ：0 注 ；二 等
奖2注，每注奖金 145169 元 ；三
等奖106注，每注奖金1800元。
（10172236.62 元 奖 金 滚 入 下 期
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
球第2019007期开奖结果：06
10 14 15 19 23+15。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19015期开奖结果：230。(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8日)

案情：
开车被打砸后
男子驾车撞击对方车辆

此前，杨某妻弟与刘某产生债
务纠纷。2014年10月18日晚，刘某因
怀疑杨某帮助其妻弟躲避债务，以
解决债务纠纷为由，找来十几个人
蹲守在杨某居住的小区附近。

当晚，杨某开车行驶到小区门
口时，刘某冲上前拉车门，想把杨某
拉下来。杨某见状，立马驾车离开，
但刘某等多人驾驶两辆车紧追不
舍。过程中，刘某多次试图逼停杨
某。杨某被逼停后，刘某带人手持事
先准备的棍棒，朝杨某所驾车辆的
车窗砸去，导致车辆受损，杨某的脸
部被车窗玻璃划伤。随后，杨某启动
车辆，撞开围堵的一辆凯美瑞轿车，
倒车驶开。此时，刘某等人携带棍棒
登上处于发动状态的凯美瑞轿车，
准备再次拦截。杨某见状，驾车掉头
返回撞击凯美瑞轿车，把车撞向路
边的大树，致凯美瑞轿车受损。过程
中，杨某注意避让其他社会车辆，未
造成其他交通事故。

事件发生后，刘某等人将凯美
瑞轿车留在现场，和其他人驾驶另
一辆车离开。2015年6月2日，刘某因

伙同他人打砸杨某车辆，被成都市
成华区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向杨某支付医
疗费、车辆损失费等共计3万余元。
杨某则被控故意毁坏财物罪。

焦点：
被告人的撞车行为
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一审：主动掉头撞击车辆系主
观故意 当时不法侵害行为已停止

该案一审时，成华区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某在脱离刘某等人的截堵、
打砸以后，报警前，在极短时间内，主
动掉头对停在现场的丰田凯美瑞轿车
进行撞击，明显具有主观故意。而且，
当时刘某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停
止，因此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具有正
当防卫的性质。

杨某故意驾车撞击他人车辆，
经鉴定，造成对方财产损失近2万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
坏财物罪。杨某在审理过程中主动
赔偿对方损失，酌定从轻处罚。一审
法院判决被告人杨某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判处杨某拘役五个月零三日。
杨某不服，以自己的撞击行为构成
正当防卫为由上诉至成都中院。

二审：持续的不法侵害短暂中
断，并不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结束

成都中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等人借
故寻衅，实施蹲守、追赶、多次逼停、暴
力打砸等一系列行为，不仅对杨某的财
产权益造成危害，更直接威胁驾乘人员
人身安全，不法侵害一直客观存在。从
人员力量对比及现场情势看，刘某一方
人数众多，手持棍棒打砸杨某车辆，不
法侵害行为一直没停止，杨某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且当杨某
驾车撞开围堵车辆试图摆脱时，刘某等
人又持棍棒立即登上凯美瑞轿车意欲
追赶，现实危险仍然紧迫，不法侵害行
为并未中止，更未结束。

持续的不法侵害因杨某冲出围
堵，而被迫暂时中断，但并未因刘某
等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害或已被
制伏、已丧失侵害能力等原因而结
束，因此不法侵害系正在进行。

二审法院认为，杨某为避免人身
财产受到不法侵害，采取掉头撞击对
方车辆的方法摆脱危险，防卫意图明
显，属于在紧急状态下的正当防卫。
而且杨某还注意避让其他社会车辆，
防卫行为保持克制，没有超过必要限
度，也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害。因此，
杨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
刑事责任。于是，成都中院依法改判
杨某无罪。

清扫时损坏浴室推拉门
签赔偿协议后仍发表恶意差评

据了解，何某通过网络团购平
台购买了成都一家政公司的保洁服
务。该家政公司员工在打扫房间
时，损坏了何某家的浴室玻璃推拉
门。何某与家政公司就推拉门的维
修更换问题发生争议。经协商，双
方于2016年3月27日达成协议，家政
公司一次性赔偿被告1300元，不再
承担任何责任；双方解除《家庭保
洁协议》，家政公司退还何某保洁
服务费。

协议签订后，何某实际支出维
修费用1700元。但自协议签订日
起，何某连续3天在大众点评、百度
糯米网站上，对该家政公司的总店
及6家分店连续、多点、长时间发布

“超级无赖，不诚信的破公司”“员
工态度恶劣，损坏物品不照价赔
偿”等与事实不符的恶意评论，并

且评论包含谩骂性语言。
家政公司认为何某的行为诋毁

了企业的服务品质和名誉，并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侵犯了家政公司
名誉权，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何某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恶意差评与事实不一致
属于侵犯商家名誉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就
浴室推拉门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并签
订协议后，何某以协议赔偿款与实
际支出费用之间存在差距为由，在
大众点评、百度糯米网对家政公司
的总店及六家分店进行包含谩骂性
语言的否定性评价。该评价与事实
不一致且含侮辱性词语，超出了“客
观评价”与“事实陈述”范围，不属于
顾客对商家进行有效监督范畴。

何某长期、多点、与事实不符的

否定性评论属于恶意差评，对家政
公司的名誉造成了损害，构成名誉
侵权。最终，一审法院判决何某停止
对该家政公司的侵害并删除恶意评
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家政公司
损失7000元。一审判决后何某不服，
向成都中院提起上诉，审理过程中
何某又撤回上诉，法院依法准许。

“本案属消费者与商家名誉权
纠纷的典型案例，法院从保障小型
商业经营主体发展和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价值平衡出发，厘清了消
费者合法行使监督权的方式和限度
标准，将覆盖面广、不符合事实、语
言粗俗并造成商家经营损失的恶意
差评行为，纳入到侵权行为予以规
制，解决了互联网时代如何依法认
定法人名誉权损害这一司法难题。
另一方面，也提醒消费者群体，滥用
网络监督权极易造成妨碍商家合法
经营、破坏市场正常秩序等严重后
果。”谌辉介绍。

正确理解正确理解《《刑法刑法》》关关
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准准
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
条件条件、、时间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主观条
件件、、对象条件和限度及对象条件和限度及
判断标准判断标准，，是司法实践是司法实践
中认定正当防卫需要解中认定正当防卫需要解
决的难题决的难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发展，，此类此类““以歪曲事以歪曲事
实方式侵害名誉权实方式侵害名誉权””的的
案件案件,,在电子商务平台在电子商务平台
上上已逐步发展成为法已逐步发展成为法
人名誉侵权案件的新人名誉侵权案件的新
类型类型。。

开车时被追赶、逼停、打砸后
男子驾车撞击对方车辆

4年前的一天夜里，正开车回家的成都男子杨某行至自家小区门口时，突然遭遇刘某上前拉车门，让他下车。
杨某见状，马上驾车离开，但刘某等人仍紧追不舍，多次在马路上逼停杨某。随后，刘某带人手持棍棒，用力打砸杨
某的车。杨某随即撞开正在围堵他的一辆凯美瑞轿车，就在刘某等人登上那辆轿车时，杨某掉头返回，再次撞击凯
美瑞轿车，把车撞向路边的大树，轿车受损。事件发生后，杨某被控故意毁坏财物罪。该案一审法院判决杨某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杨某不服，以其撞击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为由提出上诉。去年，二审成都中院审理认为杨某的行
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依法改判杨某无罪。

2019年1月15日，该案入选2018年度成都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认为，该案判决对明
确正当防卫界限、正确把握正当防卫情节提供了参考，具有典型意义。

“正确理解《刑法》关于
正当防卫的规定，准确把握
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
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和
限度及判断标准，是司法实
践中认定正当防卫需要解决
的难题。”四川大学法学院教
授魏东说。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
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
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
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
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
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
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
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
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
负刑事责任。

魏东认为，在对正当防
卫的认定上，时间条件、限

度条件和特殊防卫规定在
具体个案适用中尤其易引
发争议。“本案中，刘某带领
多人持械围攻杨某及驾驶
车辆，已对杨某人身、财产
造成损害，并危及其生命安
全，可认定为刑法规定的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从时间条件来
看，案发现场刘某等人的持
续攻击行为从未停止，杨某
驾车冲撞凯美瑞轿车的行
为具有紧迫性，不属于事后
防卫，撞击结果仅造成了一
定数额的财产损失，未造成
人员伤亡，符合正当防卫的
法定条件。”

魏东表示，成都中院对
该案的裁判综合考量了起因
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
对象条件和防卫限度，认为
杨某构成正当防卫，依法改
判无罪，对明确正当防卫界
限、正确把握正当防卫情节
提供了参考，具有典型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对保洁服务不满
连续3天在网上发恶意差评

当下，在网上点外卖、团购商品或服务似乎已深入大家的日常生活。遇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服务品质
不高时，很多人习惯给予商家差评。但诸如“骗子公司”“不诚信”“损坏物品不照价赔偿”这样不符事实或谩骂
性的评论，是否属于消费者评论的自由？消费者发表评论、行使监督权是否有边界？去年，成都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件恶意网络差评侵害企业名誉权的案件，顾客何某被判侵犯商家名誉权，需赔偿商家7000元。

2019年1月15日，该案入选2018年度成都法院十大典型案例。成都中院研究室（新闻宣传中心）主任谌辉
告诉记者，希望借此案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能滥用对网络服务点评的权利，消费者应合法行使网络监督权。

1.该案被告的行为存在
哪些问题？消费者发表评论
的边界在哪儿？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
竹：该案中的被告与原告家政
公司已针对维修价格达成协
议，事后被告虽有权发表评
论，但其在评价中长期做出否
定性的恶意、侮辱性评论，这
种行为属于“以歪曲事实方式
侵害名誉权”的典型表现。随
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此类发
生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案件，
已逐步发展成为法人名誉侵
权案件的新类型。本案中，被
告的行为不但侵害了原告的
名誉权，也属于消费者对电子
商务平台点评权利的滥用，应
当予以制止。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孟强：消费者发表评论，
是自己权利的行使，既然是
权利的行使，就应当遵守权
利行使的一般规则，不得构
成权利滥用，不得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首先，发表评论
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其次，对
评论的内容应该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不可随意捏造事
实、恶意诋毁商家。

2.商家遭遇消费者恶意
差评后，该如何应对？

孟强：商家遇到恶意差
评后，首先应当与消费者进
行理性沟通，争取通过协商
来消除误会、达成和解，如无
法达成，则可依法申请调解
或仲裁及提起诉讼等，依法
解决争端、维护权益。

3.恶意差评发出后，发布
恶意差评的平台有无责任？

王竹：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36条第2款，网络用户
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
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
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
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
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
担连带责任。

孟强：平台首先应当有
一个完善健全的信用评价体
系，为消费者进行评价提供
通畅的渠道，而且平台不得
删除消费者的评价，所以我
认为平台对发布差评并无责
任。但针对可能发生的争议，
平台应当有一种简便的、在
线争议解决机制，对差评引
发的消费者与商家的争议进
行争议解决。如果这种机制
仍无法解决争议，则双方当
事人还可寻求司法救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赵瑜

正当防卫! 为何？

名誉侵权,判赔七千! 为何？

专家释法

该案判决对明确正当防
卫界限、正确把握正当防卫情
节提供了参考

消费者发表评论的边界在哪儿

利用网上购买的模具和铅条，内
江小伙程朝（化名）与汪帅（化名）在自
己家中制作出了约15000发气枪铅弹，
随后通过微信发布广告，以200元左右
一包的价格进行售卖。包裹着几百发
铅弹的32个快递，先后运向全国20多
个地方，两人共计获利约6000元。

1月15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公布了2018年度“全省十大网络犯罪
典型公诉案件”，记者从中获悉，在上
述案件中，程朝和汪帅因犯非法制造、
买卖、邮寄弹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有期徒刑四年。

自制气枪铅弹微信售卖
退回包裹中查出猫腻

2017年9月，内江小伙程朝萌生了
制作气枪铅弹售卖的想法，在与朋友
汪帅商量后，两人开始共同制作并在
网络上出售。截至当月底，两人利用在
网上购买的两套制造气枪铅弹的模具
和铅条，在程朝家中制作出气枪铅弹
共计约15000发。同时，程朝通过微信
向外发布售卖铅弹的广告，并以每包
500余发、20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在收
到买家支付的货款后，两人在内江市
市中区某快递代办点进行邮寄。

第一次邮寄时，程朝请托詹阳（化
名）向代办点老板说情，在老板同意不
使用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后，以虚假姓
名“ 林 峰 ”，虚 假 联 系 电 话

“189××××0045”登记寄件人信息。
以这样的方式，他们于2017年9月

25日至28日之间，先后向全国20多个地
方共计邮寄32个装有自制气枪铅弹的
包裹，非法获利6000元。因一名买家未
付款，程朝要求快递公司退回其中一个
包裹。侦查机关正是在这个退回的包裹
中，查获疑似非制式子弹600余发。

如何选择适用法律？
法院：从旧兼从轻

2018年3月7日，该案由内江市市
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4月11
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程朝和汪帅犯
非法制造、买卖、邮寄弹药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和八年，而詹阳犯
邮寄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三年。因程朝、汪帅不服判决提出上
诉，2018年6月22日，二审法院内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汪帅的辩护律师提出，该案应当
适用2018年3月30日起生效的《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
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
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综合考虑气
枪铅弹的数量、用途以及行为人的动
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
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

检察机关则提出，应当以犯罪行
为发生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
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为依据。

法院认为，对比前后两个司法解释
对气枪铅弹的定罪处罚意见，《解释》只
计算数量，《批复》则要求不唯数量论，
应综合多种情节予以考量，不难看出

《解释》明显重于《批复》，因此本案应当
适用《批复》才符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对汪帅辩护人的意见予以支持。

2018年7月17日，内江中院作出终
审判决，程朝和汪帅犯非法制造、买
卖、邮寄弹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有期徒刑四年。詹阳犯非法邮寄弹
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自制1.5万发气枪铅弹售卖
两人获利6000元

一人获刑四年
另一人获刑六年

专家释法

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需要上好这两堂法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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