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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实 践

纪检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
◇ 黄耀奎 郑 俊

腐败类型案件中刑事推定的适用规则
刑 事 焦 点

◇ 李 明

行 政 法 域

◇ 张长明
行政审判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

案情

2012年3月， 许某因自己从事生产
经营的厂房年久失修， 遂决定将原厂房
推倒， 欲翻建成6层住宅楼。 此后， 许
某未经任何部门审批， 进行翻建， 已经
建成一层主体。 某国土资源局发现许某
擅自建房后决定立案查处， 认为许某建
房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 属非法占地。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七十六条的规定， 国土资源局于6月6
日对许某作出如下处罚： 责令退还非法
占用的土地； 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
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按每平方米3
元的标准进行罚款共3780元。 许某不
服国土资源局的行政处罚， 提起了行政
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国土资源局的行政
处罚决定。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 ，2012年6月5
日，某城乡规划局以许某建房未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违反了我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城乡
规划局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对许
某作出《拆除通知》，限许某自接到通知3
日内自行拆除建筑物，否则将依法予以强
制拆除。该《拆除通知》在许某提起不服国
土资源局的行政诉讼案件时已经生效。许

某在诉讼中诉称，城乡规划局已经对其建
房行为作出了处理，国土资源局不能重复
处理。 国土资源局辩称，国土资源局依法
查处许某非法占地，事实清楚，法律依据
充分，结果适当，请求法院维持。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 许某翻建房屋的行
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

定，属于违法占地，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其
作出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至于城乡规划
局对许某作出的《拆除通知》是由于许某
的建房行为违反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

所致，与国土资源局的处罚并不矛盾，二
者均系依法作出， 又不违反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所以不能以城乡规
划局的决定影响国土资源局的决定为由

撤销国土资源局对许某的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 国土资源局对许

某的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其
处罚的第二项 “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
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与城乡规划
局作出的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相冲突，
客观上形成了二者不能同时得到执行的

尴尬局面。 由于城乡规划局的拆除决定
在先，因此，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
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 对国土资源局

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撤销。

评析

该案涉及一个法理学上的概念，即
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
对于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
得以同一事实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 该
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个基本原则，目
的是在于体现过罚相当， 防止行政机关
重复处罚， 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 我国的行政处罚立法虽然没有明
确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 但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 对当事人的同一
个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
行政处罚。该规定虽只针对罚款类处罚，
但它却涵盖了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进

行同种类处罚的基本内容， 使法理学上
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狭义成为补充处罚原

则， 即对同一个违法行为除行为罚以外
不得给予同种类处罚。

就本案而言， 城乡规划局对许某作
出的《拆除通知》是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相
关规定作出的，它名为《拆除通知》，实质
上也是一种行政处罚， 具备了行政处罚
的基本要件，由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
其处罚的内容是拆除建筑。 按照上述原
则， 国土资源局就不能再对建筑物作出

处罚，否则，国土资源局对违法建筑物作出
的任何处罚对于拆除建筑物都是无意义

的。 本案中，国土资源局在城乡规划局作出
《拆除通知》后又作出的处罚决定第二项是
没收违法建筑，这样，就产生了不同执法主
体作出的同类罚。 对于一个建筑物，不同行
政机关作出了两种根本无法同时得到执行

的行政处罚不仅是荒谬的， 也是违反行政
法的基本原则即一事不再罚原则的。 据此，
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该项处罚应当给予撤

销。 对于许某的非法占地行为，国土资源局
作出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罚款等
处罚决定属于补充处罚，法律依据充分，国
土资源局是有权作出的。

综上，笔者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 结合行政法学的基本理
论，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把握以下三个
方面的涵义：同一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同一
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的处罚；不
同机关依据不同理由和法律规范对行为

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同

种类的行政处罚； 违法行为已受到刑罚
后，除法律规定或特殊情况外，不得再给
予行为人行政处罚。 以上三个方面内容
互为前提， 互为补充， 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
民法院）

考察职务犯罪的处理， 我们发现
许多职务犯罪案件都事先经纪检监察

机关查办， 再视案情决定是否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这基本成了查办职务犯
罪案件的前置程序， 根据这种规律，
应把查办职务犯罪的纪检监察机关纳

入办案机关的范畴。 行为人被纪委监
察机关采取 “调查谈话、 调查措施”
后， 交代自己犯罪事实能否被认定为
自首， 值得研究。

认定职务犯罪行为人的自首， 首
先要领会刑事政策变化。 自首制度演
变发展过程中， 刑事政策的脉络清晰
可见。 199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出台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 侧重面在于宽 ； 2009 年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
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 立功等量
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出台基于规
范自首在量刑中的作用， 防止职务犯
罪嫌疑人不规范的 “法外开恩”， 暗
含严惩职务犯罪的味道 ； 2010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
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 （下称 《意
见》） 进一步加以细化。 同时， 要准
确理解立法精神 ， 严格区分自首界
限。 关键看行为人交代罪行是否具有
主动性和自愿性。

自首必须符合两个要件———自动

投案和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司法实
践中， 行为人在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
涉及自首问题的下列常见情况， 笔者
认为可作如下处理：

1．主动投案交代自己罪行应认定
为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属于办案机关
的纪委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犯罪事

实， 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自己两
个要件， 应认定为自首。

２．没受调查交代自己罪行应认定
为自首。 纪检监察机关事前掌握有关
事实和证据， 但行为人尚未受到调查
谈话或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 行为
人经过教育主动交代自己犯罪事实

的， 鉴于行为人交代自己犯罪事实存
在主动性和自愿性， 应认定为自首。

３．交代不同种类罪行应认定为自
首。 行为人被他人举报， 被纪委监察
机关采取调查措施后， 除交代被举报
的犯罪事实， 还主动交代纪检监察机
关并不掌握的犯罪事实， 如果交代的
罪行是同种罪行的， 可视为坦白； 如
果交代的是不同罪行 ， 可认定为自
首。

４．交代查证不实之外罪行应认定
为自首。 行为人被举报后， 举报内容
经查证不属实， 被采取调查措施的行
为人主动交代了不被纪检监察机关掌

握的犯罪事实的。 《意见》 规定 “因
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行政、 司法强制
措施期间， 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
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应认定为自首”，
现在行为人被举报内容查证不属实，
就是不存在违法行为， 此时向办案机
关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

首。
５．交代没达追诉标准罪行之外罪

行应认定为自首。 行为人被举报后，
根据举报内容经查证的数额没有达

到犯罪的追诉标准 ， 被采取调查措
施的行为人主动交代不被纪检监察

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的 。 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 没有达到
犯罪追诉标准是不认为犯罪的 。 此
时行为人向办案机关交代犯罪事实，
应认定为自首。

（作者单位：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人民检察院）

在刑事诉讼中，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
权平衡是动态的， 在二者无法得到兼顾
时，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
个人利益的平衡。 由于腐败类型犯罪案
件等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 如不能迅速
予以打击， 将会从整体上危害国家的政
治稳定和经济秩序， 而如果按照常规的
“谁主张谁举证”证明方式，必然影响打
击此类犯罪力度与适用效果， 为了追求
迅速惩罚此类犯罪与提高诉讼效率，有
必要、 且必须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
一定的限制，通过适用推定证据规则，转
移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解决司法
实践中的突出“证明难”的问题。

一、腐败犯罪中的推定法则的
应用

1．主观方面的推定。 犯罪的主观要
件，如“意图”、“明知”、“目的”、“过失”等
较难以用直接证据予以证明， 在各国的
司法实践中， 对于这种主观世界的认知
认定基本上是通过刑事推定规则来解决

的， 是根据经验法则的要求从被告人的
客观行为推断出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第28条规定：“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
故意或者目的， 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
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
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 ”当
然，在对犯罪的主观方面适用推定时，应
当注意的是基础事实必须是客观真实

的， 且控方举证证明的推定所依据的前
提事实是“查证属实”的；被告方提供证
据的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即可，不
必达到控方同样的举证标准。

2．亲属共同受贿中的推定问题。 亲
属共同受贿犯罪故意的推定， 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或者其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

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
属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事实、 请托人与国
家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 推定国家工作
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 但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具有相当证明力的

证据反证的除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这类的家庭式的“窝案”腐败比较突出，
在此类共同受贿的故意中， 存在以下推
定的基本事实：（1）该财物超出了家庭的
正常收入； 或者家庭收入与其家庭财产
之间存在巨大的“悬殊比例”；（2）请托人
的“请托事项”属于受贿人的公务范围之
下，且受贿人具有公务决定权，请托人欲
达成交易离开受贿人是无法完成的；（3）
请托人的有证据的证词； 证词所涉物品
与受贿人家中存放的物品、存放的时间、
送达方式、物品型号等相吻合；（4）受贿
人或其亲属不能解释财产合法来源，或
者是解释前后矛盾、 无法形成相同的意
见的；（5）共同受贿人在一起正常的共同
生活的事实等。

3．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应
用。 联合国1990年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
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当明知他
有贪污舞弊行为， 从而产生非法收入或
资产，但拿不到确凿证据时，这也可以作
为公诉的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20条规定:“资产非法增加， 即公职人员
的资产显著增加， 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
收入作出合理解释。”《反腐败公约》第31
条第8款规定 :“缔约国可以考虑要求由
罪犯证明这类所指称的犯罪所得或者其

他应当予以没收的财产的合法来源。”行
为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

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合法
的，可以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
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立法推

定， 在该罪名中规定由被告人证明自己
的财产来源，是符合统计学和概率论的，
因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财产的来源最清

楚，这一前提是符合经验法则的，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被告最有条件也最为便利举

证，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增大了
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

4．贿赂推定。 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
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 指在刑事
诉讼中， 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收受
或者给付了对方财物， 除非被告人提供
反证，否则，推定该财物为贿赂财物的一
项证据制度。在行贿人与受贿人单独“一

对一”贿赂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其他间接
证据， 案发后污点证人肯定行贿事实的
存在，而受贿者坚决予以否认时，就可以
适用贿赂推定。 联合国及几十个国家都
有此制度的规定， 前述联合国1990年第
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

议也如此。 美国根据1973年联邦最高法
院对 “巴恩斯诉合众国” 一案的判决意
见， 确立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和事实上有
罪推定的原则： 最近明知且排他地拥有
某犯罪赃物———无法解释或解释很无

力———的事实可以作为有罪的推断。 适
用这一原则的条件包括： 必须保证推定
中基础事实的真实性； 应当赋予被告人
及其代理人对事实推定被告知和反驳的

权利； 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盖然
性程度符合经验法则的要求。

二、完善我国反腐败犯罪程序
中的推定制度

1．明确犯罪主观状态的推定。 我国
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严格的主观

条件，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必须在主观
上具有 “占有”、 “谋取利益” 等犯罪
意图；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起诉判决必须
达到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的标准， 没有采用推定规则及 “优势证
明” 标准， 而如果一律将举证责任归于
控方和过高的证明标准则不能满足有效

打击腐败犯罪的作用， 不利于严厉惩治
腐败犯罪。 在今后的刑事司法完善时，
应当明确犯罪主观状态的推定。 其一，
要明确具体的腐败犯罪案件中哪类罪名

下适用该法则 ； 其二 ， 明确主观上的
“明知”、 “故意”、 “谋取” 等犯罪意
图； 其三， 明确这种罪名下证明责任的
负担； 其四， 允许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
反驳该推定， 并规定达到的优势证明标
准。

2．立法上采用贿赂推定制度。 由于
我国尚无此制度规定， 因此需要借鉴成
熟国家的先进经验， 适时的在立法中予
以明确。 这种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
击腐败犯罪 ， 实现最大限度地司法公
正， 特别是对于解决当前腐败犯罪案件
中突出的 “一对一” 案件具有很强的操

作性， 根据其所具有的巨额犯罪财物，
在其没有合适的解释理由时， 直接适用
刑法的规定， 便于解决目前腐败案件中
的认定难的问题。 当然应当给予被告人
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的机会。

3．明确证明责任分配。 推定的实质
是证据裁判主义的例外， 但并不完全是
用证据予以证明， 在不存在直接证据或
仅凭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
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 通过证明责任分
配方式的调整， 由间接事实与待定事实
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 得出待定事
实为真的结论。 对于刑事政策必须予以
控制的犯罪类型， 出现事实真伪不明、
难以证明、 证明起来成本过大时， 司法
技术上应当减轻主张推定事实存在一方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避免证明僵局。
4．明确推翻推定的证明标准。 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 证据确
实、 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定罪量
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
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综合全案证
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在
腐败类型犯罪案件中， 被追诉人只要提
供反证或反驳证据， 该证明标准不需要
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只需要达到高
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明的标准， 使推定的
事实处于真伪状态不明， 法官对被告人
是否有罪仍存在合理的怀疑时， 法官就
应根据疑罪从无和证明责任原理， 让控
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

5．完善亲属共同受贿的推定。 当犯
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请托人的证言 ， 亲
属收受财物的客观事实 ， 犯罪嫌疑人
的公务关系和职权范围 ， 推定国家工
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 。 当
然在此类型腐败犯罪案件中 ， 应该由
检察机关承担基础事实存在的举证责

任 ， 即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利
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而其亲属实施了从中索取或收受贿赂

的行为 。 被告人承担推定事实不存在
的举证责任， 并保证被告方拥有提供证
据予以说明的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深圳市福运来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
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
破产申请书、 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
申请人称: 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
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 如你司对破产申请
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 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定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 你司法定代表
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宝安区新雅实业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
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
破产申请书、 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
申请人称: 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
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 如你司对破产申请
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 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定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 你司法定代表
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中东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产
申请书、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 申请
人称: 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
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 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
陈述的事实有异议， 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
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定于 2013年 10月 30日下午 15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
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环辍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鹰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产
申请书、证据材料一套、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
证通知书。 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 如你
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 日
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定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
就该申请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听证会， 时间依次为下午 14
时 30分、15时、15时 30分。 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
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六十日
即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龙顺实业发展公司、 深圳市裕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音像公司、深圳市庆誉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东方联合
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司公
告送达破产申请书、证据材料一套、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
和破产听证通知书。 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
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
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
后 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 2013年 11月
4日就该申请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听证会，时间依次为上午 9
时 30分、10时、10时 30分、11时。 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
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六十日即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受理的河南开封制革工业联合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作出(2010)汴破
裁字第 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湖南邵阳造纸
厂破产清算申请。 并指定湖南邵阳造纸厂清算组为管理人（地
址：湖南省邵阳市五一北路 1号）。 有关该单位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30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说明有
无财产担保，逾期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六条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时在本院 8楼会议室召开。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08 年 8 月 7
日裁定受理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苏州
市嘉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管理人。 因
苏州市嘉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存在未尽

勤勉忠实义务的情形， 本院依法于 2013 年 7 月 5 日解除苏州
市嘉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管理人职

务，指定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为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管理
人。 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3年 10月 8日前
向现任的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苏省苏
州市学士街 361 号；邮编：215006；联系人：徐律师 王律师；联
系电话：0512-65155280、65811672 、65152056）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已经向原管理人苏州市嘉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申
报债权的，不用再行申报）。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现任的苏州天缘水泥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年 10月 10日下午 1点 30分

在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三楼第十法庭（地址：苏州高新区科
技城科秀路 8 号）召开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系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邹城市鲁南有机化工厂的申请于 2013 年

8月 21日裁定受理邹城市鲁南有机化工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同日指定邹城市鲁南有机化工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邹城市
鲁南有机化工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3 年 9 月 24 日前，向邹城市
鲁南有机化工厂管理人 （通信地址： 山东省邹城市太平西路
1556 号市经信局四楼； 邮政编码：273500； 联系电话：0537-
5250056）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邹城市鲁南有机化工厂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
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2 年 12 月 24 日受理的邹城市峄山供销合作社

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破产清算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作出（2002）邹民破字
第 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邹城市峄山供销合作社破产程
序。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2 年 11 月 14 日受理的邹城市人民商场破产清
算一案，根据破产清算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作出（2002）邹民破字第 27-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邹城市人民商场破产程序。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依法受理了债权人梁山恒兴挂

车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天源图书有限公司等申请债务人梁山永

盛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了管理人，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山东省
梁山县拳铺镇工业园办公室或者济宁市洸河路 30 号圣德大厦
五层山东公明正和律师事务所），第一次债权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

[山东]梁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临邑县财政局、临邑县桦祥包装有限公司

的申请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作出 (2013)临破裁字第 1-1 号民
事裁定书，受理了对临邑恒昌啤酒麦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指定德州大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 临邑恒昌
啤酒麦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0 日内向管理人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证明材
料。 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
条的规定处理。 临邑恒昌啤酒麦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请债
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时应当提交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证
明、授权委托书。 管理人地址：山东安兴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251500 联系人：许会计 电话：13792227098

[山东]临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临邑县财政局的申请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作出 (2013)临破裁字第 2-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对山东
安兴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 并指定德州大正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 山东安兴玻璃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5 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证明材料。 逾
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 山东安兴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时应当提交身份证或法定代表
人证明、授权委托书。 管理人地址：山东安兴玻璃制品股份有
限 公 司 邮 编 ：251500 联 系 人 ： 许 会 计 电 话 ：
13792227098 [山东]临邑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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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引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

效 高晓力

知识产权案件调解的三大原则

张绳祖

《公报》 案例评析
开发商不得因业主未缴纳供热费解

除供热合同

孙 建 程 序

案例参考

强制医疗必要性的认定

胡晓爽

对强制医疗条件的审查

周维平

对强制医疗适用程序的把握

叶胜男

角色形象成为演员肖像权的客体考

量 高翼飞

复杂交通事故案件中事故责任认定

与侵权赔偿的关系

夏万宏

票据除权后持票人能否向其前手行

使追索权

陆正勤 樊荣禧

商标中嵌入他人注册商标构成商标

近似侵权 杜 青

影视剧植入广告的辨识及虚假宣传

的认定 徐 飞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商侵犯专利

权的责任认定

祝建军

强制性行业标准的性质及审查

凌淑蓉 李兴魁 沈 烨

对被执行人在其入股公司的未分配

利润可强制执行

金香平 胡永康

案例研究

手机定位属于刑法中的公民个人信

息

姜金良 袁海鸿

挂靠经营药品行为的刑法适用

王瑞琼

民事自助行为的司法认定与责任承

担

刘澜平 向 亮

承包土地相邻污染侵权举证责任的

分配 李富文

非房地产企业开发行为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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