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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孙帼强诉被告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名誉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主要
内容如下：原告于2002年 3月由原南
京市木材厂调入被告公司工作，原、被
告双方于2003年 11月 19日签订《改
革企业职工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
无固定期限，由原告担任被告董事长，
原告系被告股东之一。2015年 8月，
原告经选举当选为南京市装饰行业协
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当选之时原告系
被告的第一大股东。2016 年 4月 13
日，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42%的股
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并形成股东会决议
如下：“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孙帼强先生
为了用心做好协会会长工作，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权42%的决定，坚持拥护孙
帼强先生代表公司继续担任会长之职，
将行业协会发扬光大”。同日，被告还
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称在原告转让股
权后，授予原告“名誉董事长”称号，劳
动关系继续保留在被告处，由被告为原
告配备专车及专职司机，并给予月薪3
万元。同日，时任被告公司董事长俞建
国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

“本公司作为协会会长单位，根据装饰
协会具体工作的需要及章程的规定，俞

建国先生决定委托孙帼强先生继续代
表本公司及大股东出任南京市装饰行
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一职。”2016
年6月2日，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
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持有被告公司股
权。2019年9月17日，被告在报纸上
刊登公告：内容为：“声明 根据南京市
装饰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副
会长选举办法》，当选人必须是推荐企
业的大股东，孙帼强对本公司隐瞒了该
选举办法要求的事实。孙帼强自2016
年起就未向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劳动，且自2016年 6月南
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
商变更后，孙帼强就不再持有本公司的
股权。故此，本公司特作出如下声明：
1.终止孙帼强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
责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称号及待遇；2.终
止孙帼强以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为推荐代表担任南京市装饰行
业协会会长资格；3.孙帼强对外做出的
一切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
明！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6日”。原告认为被告在
报纸上刊登公告声明侵犯其名誉权，故
诉至本院。本院认为，被告在报纸上刊
登公告声明，称原告向被告隐瞒了《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选举办法》要
求当选人必须是推荐企业的大股东的
事实，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原告于2015
年 8月当选为南京市装饰行业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一职，当选之时系被告
的第一大股东，被告于2016年4月13
日出具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授权委托
书，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告转让其持有
的公司股权42%的决定，授予原告担任
被告名誉董事长，且委托原告代表被告
及大股东出任南京市装饰行业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综合全案证据，并不
能证实原告向被告隐瞒了当选人必须
是推荐企业大股东的事实，被告上述登
报内容，与事实不符，对原告的名誉必
然造成不良影响，降低了原告在同行业
范围内的社会评价，已构成侵权，应当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被告在报纸上刊
登公告称原告自2016年起就未向被告
提供劳动，对此，（2019）苏 01 民终
10032号民事判决中，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于被告提出的2016年4
月后对原告没有实际用工、原告至南京
市装饰行业协会上班不是被告安排的
工作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故被告上述
登报内容，与事实不符，其行为亦构成
名誉侵权。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恢复原告名誉、赔礼道歉的诉
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
持。由被告在《扬子晚报》上刊登致歉
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致歉声明内容
需经本院审查许可。关于原告主张的
精神损害赔偿金，考虑本案的侵权手
段、场合、方式及影响范围等因素，原告
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并无不当，本
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被告南京
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扬子晚
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
（道歉内容须经人民法院审查许可），以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如被告南京金陵
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拒不履行，人民
法院将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本判
决的主要内容予以公布，相关费用由被
告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负
担；二、被告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孙帼强支付精神抚慰金
1元。

判决生效后，被告南京金陵建筑装
饰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在
《扬子晚报》刊登声明，向原告孙帼强道
歉，但原告孙帼强对此声明有异议，经
法院调解，被告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法院将判决的主要内容
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孙帼强诉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

蚂蚁搬家，特价86199908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洗
衣机，电视，86311234

喜顺搬家，诚信84490675

专业疏通 84522573

—房产招租、转让—

空调
快修025-6986 6554

专业维修，充氟，清洗

空调，热 水 器 ，洗 衣 机 。
83226477

—家电维修—
房屋招租

一、苏州国际经贸大厦，共7个楼
层，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用
途为办公。
二、租金：面议，租期：5年。
三、报名截止日期：从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2021年。
四、联系方式：孔先生
0512-68266806（节假日除外）

苏州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双喜总部84355122，服务好，价低

新街口商场招聘
保洁员：65岁以内，4500元/月，上班时间：7-21:30。现

场主管：60岁以内，6000元/月。郭经理，13921405623

—专业疏通—

—搬家信息—

广告订版热线
84720079、15951803813

招租：现有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路 11 号
778 平方米三层门面房对外出租，年租金
底价 58.27 万元，租期三年 联系人：郭先
生 13057571115 监督部门：浦口区商务局
企管办 025/58281786
招租：现有浦口区江浦街道中圣街1664平
方米门面对外出租，年租金底价236.98万
元 ，租 期 纯 商 可 五 年 联 系 人 ：林 先 生
18913015592 监督部门：浦口区商务局企
管办 025/58281786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广告订版电话

招 租
室外库 1500 平方，十吨行
车一台，可储材料或开汽
修厂或拉丝，调直等加工
业 ，交 通 便 捷 价 优 ，
13905185658 南京市容备案企业 18951075103王经理

外墙清洗，幕墙维修安装、钢结构防腐

招租：大厂平顶山邮局二楼
约 300 米、后院两处约 250
平米。电话：13913325618

转让 三山街餐饮综合楼
375平，四楼13382777868

转 让 14 年 高 栏 帅 铃
15951968035

—车辆转让—

—保洁清洗—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公告信息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 公 告 ※

扫码自助登报

注销公告：南京自行车零件
三厂进行清算，现公告通知
南京自行车零件三厂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祁家桥31号，联
系电话：025-58806976，联
系人：陈荣明 南京自行车
零件三厂清算组 二〇二〇
年十二月七日
苏州仁府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0
年11月26日股东（大）会决
议，苏州仁府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50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苏
州仁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2020年12月07日
公告:南京市溧水区气象局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
道分龙岗 4 号宁溧 200533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面
积 4318.34 平方米国有建设
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建筑
物、构筑物等已列入政府
拆迁范围。如对前述不动
产存在单独权利主张的第
三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
有效证据。否则，视为无
他人对前述不动产主张权
利。特此公告！2020 年 12
月 8日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李
志 ， 身 份 证 号
320122197807112848，本
期劳动合同自 2019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现劳动合同期
限即将届满，我单位决定合
同到期后与该同志不再续
签劳动合同。请该同志于
2020 年 12 月31 日前来单
位办理相关手续。江苏领
航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南京联联车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2 月 07 日股东（大）会
决议，南京联联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400 万 元 减 至 200 万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南京联联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07日
注销公告南京柏盛美容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20年10月1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布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张腾；电话：
15021232366，地址：南京
雨花台区农花路 42_1，2，
3，10号。南京爱普泰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1日

和足协的沟通“无一成功”，
“一刀切”还会有转机吗？

据相关报道，这几天来，几家历史
悠久的俱乐部纷纷通过不同方式与中
国足协商讨，希望能留下自己的“老字
号”，但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
成功。在“中性化”的改造上，这一次
足协似乎相当强硬。

不过，本该于12月8日在广州进
行的中超俱乐部总经理峰会（非正式名
称），因为会议手续问题将延期举行。
按照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内容主要涉及
2021赛季的相关政策，包括限薪政策
（含投资帽等其它限制性政策）、俱乐部
名称中性化，以及2021赛季筹备的相
关事宜。而从目前情况看来，中性名的
讨论，可能会存在一丝转机。

实际上，在两年前，包括新华社在
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中国足协要出台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名称规范》

（征求意见稿），该政策一个很重要的
部分是：出于兼顾国情及职业联赛发
展现状的考虑，若俱乐部名称或简称
原为非中性的，但被本俱乐部长期、连
续使用，使其名称在足球行业内具有
较高知名度，形成俱乐部品牌或在球
迷群体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可在规
定时限内经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申请并
批准，可将该名称认定为中性名称。
申请此类名称认定的俱乐部应为
2004年中超联赛前已经参加甲A或
甲 B 联赛的俱乐部，并连续参赛至
今。但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正式对
外公布。

为何几家球迷联名反对？
二十多年的文化传承不能毁！

12月 6日，上海申花蓝魔球迷俱
乐部、河南建业红魔球迷俱乐部、北京
御林军球迷会、浙江绿色旗帜、津门虎

翼这五家球迷会发布联合声明《抛弃
传统，等于割断精神命脉！》，反对足协
强行对他们的主队进行“一刀切”式中
性化更名。

足协进行中性化改名的初衷，是
为了足球俱乐部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国安这一名号已
经存在了27年，申花、建业已经存在了
26年，泰达存在了22年，绿城存在了
19年。除了这五家俱乐部之外，亚泰
的历史是24年，鲁能也延绵了22年。
在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这
些品牌得以保留到了现在，其实本身就
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在中国足球
这样一个并不太好的大环境中，建立起
了真正的足球文化传承。就像“国安”

“申花”这样的名字，早已深入到球队所
在城市市民的心中。如果真的强行改
名，过往的历史积淀都将推倒重来，用
一些网友的话来讲，“这就是谋杀中国
足球真正已经形成的文化”。

围甲惊险击败天津
华泰证券江苏连胜

扬子晚报讯（记者 汤敏）7日，
2020年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
赛第十轮继续在成都进行。华泰证
券江苏队面对积分垫底的天津队获
得主将胜，拿到2分。

本轮华泰证券江苏队迎来抢分
良机，面对排名垫底的天津队。在
最先结束的主将战中，芈昱廷早早
就确立了优势，速胜孟泰龄，取得主
将位置两连胜。可是此后风云突
变，黄云嵩在快棋不敌李成森，赵晨
宇也意外不敌王世一，江苏队形势
变得岌岌可危。关键时刻陈贤顶住
压力，击败了尧潇童。

对于这场主将胜，江苏围棋队
总教练丁波并不算满意，他表示：

“虽然主将胜拿了2分，但还是多少
有点遗憾，按照实力我们完全可以
拿3分。”丁波认为黄云嵩和赵晨宇
本轮都有点发挥失常，他说：“按理
说这两盘完全可以拿下，特别是赵
晨宇。小赵最近几年棋力增长不
少，但存在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毛
病。比如与王世一的这盘，如果换
做小芈等世界冠军，应该可以稳稳
拿下，但小赵就容易出状况。”而小
芈主将位置两连胜多少安慰了丁
波，他说：“这是让人欣喜的地方，小
芈如果能够恢复状态，起码我们在
主将位置就有了竞争力。”

中超中性名让二十年品牌被毁 五家俱乐部球迷联名反对

中性名“一刀切”现转机？
中国职业联赛俱乐部进行中性化名称“一刀切”改造

的讨论，已经愈演愈烈。基于11月25日中超投资人会议
上足协明确要求所有俱乐部做到完全去企业化，名称中
不得含有俱乐部股东、股东关联方或实际控制人的字号、
商号，也不得使用谐音，这意味着建业、泰达、国安等“老
字号”也必须改名。这样的规定，引发了几家俱乐部球迷
的联合反弹，也促使人重新思考“一刀切”更名的利弊。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晨瑆 孙云岳 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