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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份公司转让股权行为的刑民界限

今 日 聚 焦

◇

【

被告单位上海安基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基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
路351 弄2101 室。 被告人郑戈系安基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曾因犯
非法经营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刑。 安
基公司于1997 年4 月成立，注册资金
为人民币3400 万，股东包括２ 家单位
和16 名自然人， 郑戈持股比例为
基公司主要从事艾滋病药物
44% 。 安
的研发生产， 成立至今一直处于研发
阶段，没有任何生产和销售行为。 2001
年12 月， 安基公司为筹集研发资金，

刘娟娟

各方观点】

擅自发行股票罪属于刑法中的行政
犯又称法定犯， 即违反国家行政经济管
理法规达到一定程度， 需要进行刑事评
价的行为。 究竟何为擅自发行股票，如何
界定合法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 控辩
审三方均有各自的观点。
公诉方指控： 被告单位安基公司未
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 擅自发行股票且
数额巨大， 被告人郑戈系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其行为均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
辩护方认为: 国家法律对于非上市
股份公司能否转让股权没有明确规定，
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 本案不
构成刑事犯罪； 股权转让属于安基公司
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 本案应
当作为民事案件处理。
法院判决： 被告单位安基公司违反
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 未经证券监
管部门的批准， 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
社会公众发行股票， 被告人郑戈系安基
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行为均已
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 理由有三：第一，
转让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行为违反法
律规定。 从1998 年至案发，国家政策及
行政法规都有限制性规定，经历“严令禁
管引导—
确规范” 三个阶
止—
—— 托
—— 明
段；第二，到股权托管中心托管不影响本
案定性。 157 名受让人到托管中心登记
被列为公司股东， 但实质上他们不享受
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 股权托管的
表面形式不能掩盖其行为的违法性； 第
三， 转让股权行为依法构成擅自发行股
票罪。 被告人郑戈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
公司在主观上具有违法性认识。 被告方
擅自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达1109 万元，但
公司财务账目中却不能反映出经营活动
的内容，且事发后未主动退出任何钱款，
引起投资者的不满情绪及不断上访现
象， 完全符合数额巨大与后果严重的情
节要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 据此
判决， 被告单位安基公司犯擅自发行股
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 万元。 被告人
郑戈犯擅自发行股票罪， 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
宣判后， 被告单位与被
2009 年
9月
告人均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本判决
已经生效。

【

案情]
某资产管理公司为张某购买甲公
司的工程机械提供中介服务， 并为张
某在银行的按揭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事后， 张某未如约向甲公司付清购机
首付款，也未按期支付银行按揭贷款。
资产管理公司在垫付银行按揭贷款之
后，以担保权追偿为由，对张某提起诉
讼。诉讼中，资产管理公司与张某达成
和解协议， 在确认双方基于担保权追
偿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 还约定张某
必须向甲公司付清购机首付款， 否则
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随后，当事双
方将和解协议递交法庭， 要求制作调
解书。
歧]
[分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有两种意
见：

送达执行文书

由郑戈提议经股东会同意， 委托中介公
司及个人向社会不特定公众转让自然人
股东的股权。 此后直到2007 年8 月期
间， 由郑戈负责联系并先后委托上海新
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天成投资实业
公司、王存国、周震平、黄浩等个人，转让
郑戈及其他自然人股东的股权。 由郑戈
和中介人员具体商定每股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２ 至４ 元不等， 安基公司与受让人
分别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 和《 回购承
诺书》（承诺如果三年内公司不能上市就

本案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
本案为上海首例擅自发行股票案，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
中，控辩双方对基本事实无争议，但对罪
与非罪有重大分歧。 如何界定非上市股
份公司转让股权行为的刑、民分野，笔者
作为主审法官， 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综
合分析判定。

第一、 非上市股份公司转让
股权的法律规范与发展历程

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对非上市股份
公司的股权能否转让、如何转让，一直都
有限制性规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 年到2002 年为严
令禁止。 1998 年国务院《 转发证监会关
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
通知》、2003 年证监会《 关于处理非法代
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有关问题的紧急
通知》、2004 年《 关于进一步打击以证券
期货投资为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
通知》均规定，禁止从事非上市公司的股
权交易，除进行股权整体转让外，严厉禁
止代理和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
第二阶段，2003 年到2006 年为托
管引导。 全国一些城市相继开展股权登
记托管业务，2003 年初上海成立股权托
管中心与联合产权交易所。 2005 年初发
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发起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审批、 登记和备案相关事项的
通知》，要求国有股权必须到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交易、到托管中心登记，对于私
有股权，采取自愿进场交易原则。

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为明确规
范。 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经
国务院证券监管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核准， 并指出向不特定对象或向
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 人属于公开发行
证券。 2006 年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
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
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 第一， 严禁擅
自公开发行股票， 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
定对象累计超过200 人为公开发行， 应
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第二，严禁变相公
开发行股票。 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权转
让， 不得采用广告、 广播、 电话、 说明会、
公开劝诱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
由此可见，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交易，国家一直予以否定评价。本案被告
在2001 年至2007 年８ 月期间， 连续不
间断地向社会公众转让股权， 均违反上
述规定。

第二、 被告方转让股权行为
的违法性特征

让人属于不特定对象。 区分特
１. 受
定对象与不特定对象， 应当结合投资者
的选择程序、 承担风险能力与人数等因
素综合分析。通常情况下，出让方委托中
介机构面向社会公众采用推广会等方式
进行宣传，随后筛选出合适的投资人，审
查投资人的资产价值与申报财产内容的
真实性、 是否具备识别并承担风险能力
等内容，明确提示投资风险，有明确的人
数和资金总量的限制。 对于符合上述条

回购股权），并发放自然人股东缴款
凭证卡和收款收据。经审计，安基公
司向社会公众260 余人发行股票计
股， 筹集资金人民币1109 万
322 万
余元， 其中有157 人在上海股权托
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托
管中心） 托管， 被列入公司股东名
册，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上
述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安基公司的经
营活动和支付中介代理费。 案发
后， 安基公司不能回购股票， 不能
退还钱款， 仅有土地及房产被查
封。
件的， 应当认定为属于特定对象， 相反，
对于不设定任何标准和人数条件， 不考
察投资人的具体情况， 只要出资即予以
接纳的情况， 应当认为是属于非特定对
象的范围。本案中，安基公司委托中介公
司与个人， 随机向上海及浙江宁波等地
的居民进行推销， 不审查财产状况且没
有人数限制， 受让人属于不特定对象的
范围。
让股权的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２. 转
合法的转让股权应由第三方对公司财务
状况进行审计， 结合审计结论、 运营情
况、 公司拟上市后的预增利润等综合因
素， 由出让方确定统一合理的出让价格，
报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备案后向全社会公
布。 本案中，转让股权价格未经过任何审
计、批准备案、公开的程序，仅由被告人郑
戈与中介公司商定， 按照注册资本3400
万元确定为3400 万股，据审计报告显示，
每股转让价格从1.5 元到4.2 元不等，包括
不同价格。 这充分说明，被告方转让
12 种
股权价格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用公开形式转让股权。 判断公
3. 采
开与非公开方式的标准， 是区分信息沟
通渠道是否畅通。 非公开发行是指基于
相互信任与意思自治原则， 双方能够交
流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 无需借助第三
方力量来传递信息达到沟通目的。 而公
开发行由于面向社会公众且信息不对
称， 出让方需要借助中介力量， 利用广
告、公告、广播、电话、推介会、说明会、网
络等方式传递信息， 以达到吸引投资人
获取资金的目的。本案中，被告方委托多
家中介公司与个人， 先采用随机拨打电
话的方式， 以提供理财帮助为名邀请不
特定对象到中介公司， 后由业务员介绍
并推销股权，对于犹豫不决的客户，业务

利他合同的效力认定

闵俊伟

[

案情回放】

法官回应】

析 疑 断 案
◇

【

意见一，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资
产管理公司与张某不得为案外人约定
权利和义务，故该条款不应予以确认。
如果确认有效， 就该条款也难以确定
恰当的申请执行人。
意见二， 根据鼓励交易和合同自
由原则， 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
致， 且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强制
性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即
成立生效。故该条款应确认有效。具体
执行中， 该条款的申请执行人为资产
管理公司。
析]
[评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涉他合同， 即合同内容涉及到第
三方的合同。在涉他合同中，当事人为
第三人设定权利或利益的， 又被称之
为利他合同。 对于利他合同的效力问

北京百利亿民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于2010
年1 月18 日对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申请
你单位虚假宣传执行一案，依法作法作出（2010）顺执
字第856 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顺义分局于2009 年9 月25 日作出的京工商顺处字
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 程序合
（2009 ） 第
《行
348 号
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现在上述
内容作为裁定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满
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60 日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湛江市阳光公寓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林秀华
申请执行（2009）霞民三初字第28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霞法执字第55 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东]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广
湛江市阳光公寓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蔡泓申
请执行（2009） 霞民三初字第240 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霞法执字第78 号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东]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广
石胜波、 周子良：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鄂州市蓝
辉锶业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黄石市天思
科技有限公司、被执行人鄂州市冶人化工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梁
执字第1-2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北]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
[湖
王伟：本院受理崔向红申请执行（2009）皇民三初字

题，我国法律并无明确的一般性规定。合
同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
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 债务人未向第三
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虽涉及第
三方， 但第三方没有独立请求权， 因此，
并不涉及利他合同的效力评价。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 是
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 决定相互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自主协议。 合同法的目标则
是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法律效果。 依法
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 即便合同
违反了法定的生效要件， 法律上还对其
进行了可撤销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 无
效合同的区分。 而且， 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甚至还可以对
无效部分予以补正。 因此， 从鼓励交易
和合同自由的原则出发， 利他合同为第

第158 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
被执行人王伟所有的房屋一套（地址沈阳市和平区肇东
路永远巷20 号272 室建筑面积67.38 平方米，案号1-2行评估。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0124507）进
潘德强：本院受理刘桂林申请执行（2008） 皇民一
初字第690 号民事判决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3 日
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 本院将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被执行人潘德强所有
的房屋一套（地址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96 号332 室建
筑面积107.30 平方米，卷号3-私-19823）进行评估。
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辽
刘道华： 本院受理的温凤鸣与你垫付款追偿纠纷
一案的（2008） 源民初字第1219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09）源法执字第700 号执行通知书及选定评估、
拍卖机构通知书。 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还款义
务，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和选定
评估、拍卖机构，本院将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沂源县城
东风路北侧土地一宗（ 土地使用证号: 源国用2002 字
第063 号）及地上房产交由有关评估、拍卖机构进行评
估、拍卖予以强制执行。 [山东]沂源县人民法院
郭新富、郭新利、李增福、张效军、郭新生：本院受
理申请执行人潍坊市潍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
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日
起履行（2009）潍城望商初字第64 号民事判决书的义
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三方设定权利和利益， 系合同当事人自
愿处分其权利和利益、 承受义务和不利
益状态的决定， 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不
存在违反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形， 理当赋
予其法律效果， 成为约束合同当事人的
法律。
具体到争议案件而言， 资产管理公
司之所以在担保权追偿纠纷中， 提出张
某应当向甲公司支付购机首付款， 是因
为张某确实拖欠甲公司的购机首付款。
资产管理公司为张某与甲公司提供引
荐、斡旋及担保的中介服务，却因为张某
的不诚信违约行为， 在垫付按揭贷款之
外，还要承受来自甲公司的压力，而且可
能遭受与甲公司后续业务的信赖利益损
失。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在要求张某支付
甲公司货款的这一利他条款上， 是存在
自身切身利益的， 类似保险合同中的保

员就反复打电话以动员劝诱， 这种形式
属于公开发行。
让股权的运作模式不规范。 笔
４. 转
者认为，由于涉及社会公众权益，转让股
权必须接受多方面的监管， 要求运作模
式必须合法规范， 包括中介机构的主体
资格、 签订合同的内容、 披露信息的要
求、财务情况公开、区分收费账户与公司
账户、按约履行权利义务等等。 本案中，
被告方转让股权没有详细工作计划， 没
有披露公司财务状况， 没有委托固定有
资质的中介机构， 没有与中介机构签订
规范的服务合同， 没有设置统一的收费
账户。 从2002 年到2007 年8 月，被告方
频繁地更换中介公司与个人， 通过个人
账户收取分配转让费用， 财务账册中未
列明费用的收取支配情况， 这种运作模
式完全不符合规范。
管形式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
５. 托
托管中心是从事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集
中托管、 过户、 查询、 分红等业务的股权
托管登记服务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股权
托管、登记与服务。 本案中，有157 名受
让人在购买股权后曾到托管中心进行登
记领取托管卡，从形式上看，这部分人被
列入股东名册且在工商部门备案， 但实
质上， 他们不享受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
义务。 从全案情况分析， 到托管中心登
记的157 人和未登记的106 人， 他们购
买股权的目的完全一致， 由于安基公司
谎称将在美国上市， 股票能获得巨大利
润， 并承诺如果不能上市将原价回购股
票， 全体受让人在相信投资能够保本的
前提下才会出资， 其主观目的都是通过
投资直接换取利润， 而非成为公司股
东。 托管中心作为第三方组织， 对于股
权转让行为只负责登记备案而没有审核
及监督义务， 托管登记的形式， 仅证实
双方确有股权转让行为， 而不能证明股
权转让行为本身的合法与否， 因此这一
情节不影响本案的定性。
在确认被告方行为违法性的前提
下， 根据四部委《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
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 公司、 公司
股东违反规定擅自向社会公众转让股
票， 应当追究擅自发行股票罪的责任。
另据《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
定》， 擅自发行股票数额在50 万以上，
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 造成恶劣影
响， 予以追诉。 本案符合上述犯罪构成
要件的规定， 故依法认定构成擅自发行
股票罪。
者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作
法院）

险利益。张某拖欠货款在先，自愿承诺支
付甲公司货款在后， 其利他条款上的意
思表示，未损害第三人权利和利益，也未
损害自身的任何合法权利和利益。因此，
张某对甲公司付款的承诺， 构成与资产
管理公司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应予确
认。就这一利他条款，资产管理公司对张
某享有催告及时履行、 主张违约责任及
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张某向资产管理
公司负担依承诺及时向甲公司付款的义
务，及违反承诺时，承受违约金赔偿等不
利益状态的法律责任。在强制执行中，资
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法院将货款直接拨
付至甲公司，也可以申请法院提存货款，
通知甲公司受领。 甲公司虽非合同当事
人， 不能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根据确认
利他条款的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但可
以据此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行债务，或
敦促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执行。当然，甲公
司也可以以货款金额不足或其他任何理
由拒绝受领，与张某另行诉讼。
者单位： 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
（作
院）

明巷医院宿舍二楼房屋一套带小院及相邻院落及房产进
行拍卖。 现告知届时到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送达。
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山
田应珊：本院在执行（2006）铁民一初字第12 号民事判
人民法院报２０10 年2 月4 日（总第4536 期） 决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辽宁安宇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姚世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人，
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7）铁执字第28 号执行裁定书。 自
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东]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达。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
莱芜市浩岳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莱芜新奥经
、
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单位借款纠纷一案中，依法委托
对你单位所有的鲁S30018 奥迪轿车进行了价格认定，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爱芬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郑锦国失
市场价格为6798000 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东省涉 踪一案， 经查： 郑锦国， 男，1970 年10 月1 日出生， 汉族，
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 浙江省温州市人， 原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新
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对评估报告结果有异议，可在公告 桥街25 号，于2004 年8 月30 日在其家新桥街道新桥街
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对该车 25 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郑
东]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锦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即日起与本院联
进行拍卖。
[山
王宜梅：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09） 费民初字第 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民事判决已立案执行， 因你下落不明， 现向你
2701 号
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浙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
视为送达， 并限你于送达执行通知书第3 日（ 遇节假
日顺延） 到费县法院执行三庭履行义务， 如逾期本院 王志国：本院受理原告沈阳市衡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依法强制执行。
东]费县人民法院 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山
程志强、 武志爱：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振国与 告送达[2009]大东民（三）初字第54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被执行人程志强、 武志爱返还财产纠纷一案， 现依法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8） 祁执字第182-6 号民事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裁定书， 裁定书内容为： 查封你们所有的位于祁县东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观镇财源路南北门市九间，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对所查封财产依法进行评估、拍
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辽
卖。
西]祁县人民法院
[山
辽宁环球信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连万友、 郭玉波：
于晋利：本院受理的邱玉宝申请执行（2007） 灵民 本院对赵恒华诉辽宁省环球信息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连
初字第656 号民事判决书民间借贷一案，兹定于2010 万友、 郭玉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年4 月10 日上午9 点30 分在灵石县人民法庭审判 （2009）兴民一初字第0019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大庭，由山西瑞德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所有的启 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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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 一 议

案情]
许，刘
2009 年
7月
7日
18 时
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拖拉机， 由某省
道路北向路南横穿公路时， 在路南
侧与沿该省道自西向东直行的李某
驾驶的无号牌摩托车相撞， 造成李
某及乘车人周某重伤的交通事故。
肇事后，刘某弃车逃离事故现场。 公
安机关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一
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
通肇事后逃逸”， 故判处刘某有
“交
期徒刑五年。 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维持原判。
析]
[评
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行为
“交
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
下，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 对交通肇事罪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
后逃逸的要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处刑。 因此，
正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
[

本案是否构成
“交通肇事后逃逸”
◇

岳瑞文

交通肇事后逃逸”， 对于正确处理
交通肇事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本案中刘某的行为能否认
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人认为，
刘某撞伤两人， 并弃车逃离事故现
场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二款
第（ 六） 项之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
定罪情节，故刘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其因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在定
罪时被考虑，就不应再被认定为“交
通肇事后逃逸”，否则就违背了禁止
重复评价原则。
对此，笔者认为，刘某的行为应
认定为“ 交通肇事后逃逸”， 此并不
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理由有二：
第一，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定
罪量刑时， 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
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
价。 应当注意的是，本原则禁止定罪
情节重复作为量刑情节适用， 应当
与定罪情节中的多余事实作为量刑
情节裁量区别开来， 即定罪情节中
的多余事实仍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
评价。 结合本案看，在不考虑刘某弃
车逃离事故现场行为的情况下， 其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 因横穿
公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且具有
无证驾驶无号牌手扶拖拉机的情形，
刘某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经构
成了交通肇事罪。 刘某肇事后弃车逃
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显然是本案“定罪
情节中的多余事实”，且符合“交通肇事
后逃逸”的构成要件，对他肇事后弃车
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评价为“交通肇
事后逃逸” 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
则。 第二，前种意见没有全面考虑本案
的事实和情节，没考虑刘某还具有无
证驾驶无号牌手扶拖拉机的情形，
仅考虑了刘某弃车逃离事故现场行
为， 而忽略了刘某其他违章行为造
成一人以上重伤已经构成交通肇事
罪。 刘某肇事后弃车逃离事故现场
的行为可以作为“定罪情节中的多
余事实”，需在裁量刑罚时予以另外
评价，否则有失全面并会轻纵罪犯。
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
（作
人民法院）

“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辽
轮台合盛元超市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西子奥的斯
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轮台合盛元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09）
杭江商初字第116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轮台合盛
元超市有限公司支付给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货款人民
币8000 元。 二、轮台合盛元超市有限公司支付给西子奥的
斯电梯有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2099.2 元（自2007 年10 月
起暂算至2009 年8 月4 日，按每天万分之四计算。 此
19 日
后另算，以合同总价5%即7950 元为限）。 三、 上述一、 二两
项合计人民币10099.2 元，轮台合盛元超市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 依法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 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6 元， 财产
保全费人民币140 元， 公告费人民币300 元， 合计人民币
被告轮台合盛元超市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
，由
466 元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
[浙
曾令生：本院受理陈曦东申请再审复查一案，已经复查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 成民申字第140 号
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内容为：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
止（2009）成郫民初字第1076 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伟申请宣告李寿山死亡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作出（2008）威环特字第4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寿山死
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葛晓爽申请宣告张孟良死亡一案， 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作出（2008）威环特字第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孟良
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