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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284.74元 较上年度增加25.85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
5月16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检察机
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
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
行新的日赔偿标准284.74元， 该标准
较上年度增加25.85元。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
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每日赔偿金按照
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
家统计局5月15日公布，2017年全国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74318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统计
数据， 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
供的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
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案
件，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确定了新
的日赔偿标准为284.74元。 另据《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21条第2款，各级检察机关自5
月16日起， 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执行新的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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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

卖毒减肥药获刑 没回收又被诉
夫妻俩所售苦瓜消脂素被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 检方在食药安全领域首提公益诉讼
罗某和卢某夫妇在某电商平台店
铺上销售的减肥产品， 经鉴定含有酚
酞或双氯芬酸钠， 两人最终因犯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获刑。
随后， 因罗某二人未对上述有毒
减肥产品进行回收， 持续侵害社会公
共利益， 市检四分院于是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 这也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产品责任纠
纷民事公益诉讼。
今天上午， 市四中院组成7人合
议庭公开审理此案。

试中心检测， 涉案保健品中部分含有
酚酞或双氯芬酸钠。
丰台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罗某、
卢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017年6月30日， 丰台法院认定
罗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30万元；认
定卢某犯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1万元， 禁止卢某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二
人未上诉。

案件

未及时回收 检方提公益诉讼

网售减肥产品
含有有害物质获刑
2016年8月4日，豆女士在一家名
为vipjim2008-瘦身馆的某电商平台
店铺购买了一盒苦瓜消脂素。 收到减
肥药后，开始每天吃一粒。没想到吃了
两天就开始肚子疼， 伴有拉肚子、口
干、食欲不佳、厌食等不良反应。
经常拉肚子甚至影响了豆女士的
工作。
vipjim2008-瘦身馆是罗某夫妇
开的某电商平台店铺。 2015 年 4 月
起， 夫妻俩就通过该店铺对外销售苦
瓜清脂系列、 经典秀身系列减肥保健
品及神农风骨草保健品。
丰台警方接到群众举报，于2016
年9月1日将罗某、 卢某二人抓获，起
获苦瓜清脂减肥胶囊等保健品及作案
工具。 经北京微量化学研究所分析测

依据丰台区医学会专家论证意
见， 上述保健品中所添加的酚酞长
期或过量食用， 可能会引起电解质
紊乱、血糖升高、肠功能的 依 赖 性 ，
导致特殊人群病情加重。 双氯芬酸
钠长期食用可导致部分患者出现消
化道出血、胃肠道溃疡、头 痛 、 心 律
失常等。
丰台检察院发现，罗某、卢某的行
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后移送市
检四分院。 市检四分院建议市消协对
罗某、卢某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但市消协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市检四分院认为，罗某、卢某通过
网店向众多消费者销售掺有酚酞、双
氯芬酸钠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 《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侵害了公众的合法
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警方起获的涉案有毒有害食品
因被依法没收销毁，已消除流入社会

的危险。 但罗某、卢某所售出的有毒
有害食品未被及时收回、控制，二人
销售的有毒减肥药遍及全国多地，涉
及人数众多，可能被直接服用，也可
能被转赠或转售，危及社会公众的人
身健康和安全。
2017 年12月 25日， 市检四分院
向北京四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
求判罗某、卢某停止销售涉案的苦瓜
清脂系列、经典秀身系列减肥保健品
及神农风骨草保健品等有毒有害食
品，公开赔礼道歉，并以在媒体上公
布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事实等方式
向消费者提示产品存在的危害以消
除危险。
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次在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提起产品责任纠纷民事
公益诉讼。

现场
被告当庭道歉
“我请求社会原谅”
9时30分，市四中院组成七人合议
庭审理该起公益诉讼。 目前，罗某正在
监狱服刑，罗某的妻子卢某出庭应诉。
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卢某对
事实表示认可，但称不知道产品会对
买家造成伤害，对法院、公益诉讼起
诉人和社会道歉，“对不起，我请求社
会原谅。 ”说着，卢某起身向法官鞠了
一躬。
对于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诉求，卢
某表示愿意赔礼道歉， 也愿意配合进

行销毁。
这是继本月8日提起本市首例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后， 市检四分院又提
起的一起食药安全领域的产品责任纠
纷民事公益诉讼。

延伸
检方对哪些侵权行为
提公益诉讼？
2017 年 6 月 27 日 ，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作 出 关 于 修 改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的 决 定 ， 在 第 五
十五条对公益诉讼主体作了明确
规定。
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药安全领域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 在相关机关和组织或
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
的情况下，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机关或
者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支
持起诉。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院提起
公益诉讼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
定，已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裁判
所认定的事实，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
损害的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的诉讼， 原告、
被告均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对该
事实有异议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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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

酒后掘墓扬灰泄恨 服刑期再被索赔
本 报 讯（记者 洪 雪）常某去世下
葬当天，贾某酒后因想起两家的旧怨，
于是摸黑进入墓地， 偷出常某的骨灰
盒扔在了路上， 导致骨灰被经过的车
碾轧，部分骨灰遗失。常家人遂起诉贾
某索赔5.8万余元，要求村委会承担连
带责任，二被告在村内公开道歉。
据悉，事发后，贾某已经因犯故意
毁坏骨灰罪， 被通州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目前贾某正在服刑中。
今天上午，该案在通州法院开庭，
贾某未出庭， 但此前他已经向法院明
确表示不同意赔偿， 因为自己已经受
到了惩罚， 而村委会表示愿意承担连
带责任，一切听从法院判决。
贾某与常某系通州区某村村民，
常某妻子毛女士及两个儿子诉称，骨

灰倾泻在路面上经后车碾轧、风吹，已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给家属造成了
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严重损害。
上午9点半，该案开庭，贾某因为
正在服刑，也未委托代理人，法官宣布
缺席审理。
法官询问了贾某为何要掘墓扬
灰，贾某称，七八年前贾父骑车撞了常
家人， 事后赔了一辆新电动车， 价值
3500元。 事发当天，贾某喝了酒，越想
这事越觉得不服气，于是下了手。
对于常某家属提出的诉讼请求，
贾某表示不同意赔偿任何损失，
“我自
己因为此事已经受到了刑事处罚，因
此不会向家属赔礼道歉， 也不同意赔
偿任何钱。 ”在笔录中贾某说。
该案未当庭宣判。

贾某因在监狱服刑 , 今日未出现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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