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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新生婴儿在深山野林行为的定性

◇冉 容 何东青

【不同观点】

【案情回放】

【法官回应】

将新生婴儿遗弃于获救希望渺茫之地构成故意杀人罪

●

●一 案 一 议

今 日 聚 焦

子女可否向未离婚
父母一方索要抚养费

洪峰春 罗小明

◇ 左志平

●析 疑 断 案

幼儿因特殊体质受伤时学校的赔偿责任

【案情】

石晓梅与高志贤于2006年
10月结婚，育有一女高丽。自
2008年高志贤做生意连年亏损
后，二人因经济问题经常争吵，后
高志贤离家不再管母女俩的生
活。2013年，石晓梅因身体虚弱
无工作无收入难以抚养高丽，遂
以高丽名义将高志贤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抚养费。石晓梅不想
离婚也未提起离婚诉讼。

【分歧】

夫妻婚姻关系存在，不起诉
离婚，可否主张子女抚养费？

一种意见认为，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的抚养费纷争，是家庭矛
盾，属于伦理道德调整的范畴，不
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父女间的
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主张抚养费
不以父母离婚为必要条件。

【评析】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往往夹杂

着大量的风俗人情、伦理道德因
素。在传统观念中，夫妻是一体
的，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故有观
点认为，石晓梅和高志贤在夫妻
关系存续的情况下，个人的收入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母
亲独自承担抚养费的问题，钱无
论由谁支配都是左手与右手的关
系，属于两人之间的私人问题，法
律对此不应过多干涉。这种观点
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指出了夫妻
财产共有的特征，但对于这种基
于夫妻共有财产的支配权法律应
否进行干涉呢？答案是否定的，
确如上文中所言，夫妻共有财产
支配权的归属是夫妻私人事务，
法律无权也不应过多干涉。但更
应该看到，抚养费请求权是法定
的。在法定请求权利面前，夫妻
共同财产支配权就要受到一定的
限制，只有在法定义务得到履行
的情况下，相对“私人”的权利才
能行使。因此，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发生的抚养费纠纷，不是伦理
道德考察的范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对子女不尽抚养义务是否应支付
抚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实施后，这个问题
有了明确的答案。该解释第三条
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
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
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这条规定可以说是针对
上述情况量身定做的。

不管父母婚姻存在还是离婚
了，抚养未成年子女都是他们的
法定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离婚
是主张子女抚养费的前置条件。
因此本案中，未成年的女儿高丽
可以作为原告向未尽抚养义务的
父亲高志贤追索抚养费。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

民法院）

【案情】

2013年7月，6岁的乐乐开始在
安瑞舞蹈培训中心学习少儿民族舞。
12月28日下午，乐乐在父亲的陪伴下
上课，学习内容为练习“撑小桥”、“下
腰”等基本功。主教在前台示范、口令，
助教在场边巡视、指导，学员自行完成
上述动作。乐乐在练习上述动作时突
然摔倒不起，经诊治，为“胸椎脊髓损伤
伴双下肢不全瘫”。乐乐父母与培训中
心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

经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乐乐属于
“无骨折脱位脊髓损伤（SCIWORA）”类型，
该病和损伤多发于10岁以下儿童，因脊
柱发育尚未成熟。鉴定意见为：乐乐损伤
的原因是儿童自身生理发育不成熟和外
伤共同造成的，自身（生理特点）因素为主
要因素，外伤因素为次要因素。

【分歧】

培训中心对乐乐的损害是否承担

责任？是否因乐乐的个人特殊体质而
应减少培训中心的赔偿责任？对此有
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培训中心在进
行“撑小桥”、“下腰”等训练时有两名
教师进行辅导，已经尽到对学生的管
理、保护义务。乐乐自身发育不成熟，
属于特殊体质，不能进行“撑小桥”、
“下腰”训练，培训中心无法知道，也不
能预见其危险性，培训中心无过错。
因此，培训中心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乐乐在培训中
心进行“撑小桥”、“下腰”等训练时受
伤，应推定培训中心存在过错。乐乐
训练受伤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其
监护人应当知道少儿舞蹈训练存在一
定的危险性而未加防范，也有一定的
过错。综合全案，培训中心应承担主
要过错责任，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因乐乐的个人特殊体质在10岁以下
儿童中常见，故不应减少培训中心的
赔偿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对特殊体质引发的侵权赔偿案件，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
家，在赔偿问题上的共同点是：被害
人的特殊体质对因果关系的成立不生
影响，加害人不得主张被害人患有严
重疾病，如蛋壳般的头盖骨，而不负
侵权责任。“蛋壳脑袋规则”被欧洲
各国法院广泛认同。我国司法实务中
对此类案件，主要根据原因力理论和
公平责任来裁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1.归责原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乐乐在培训中心练习舞蹈动作时受到
损害，应适用何种责任原则？我国侵

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对此明确规定，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只要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人身受
到损害的，首先推定教育机构有过
错，除非教育机构能够证明尽到教
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否则不能免
责。

2.过错认定。培训中心在教授幼
儿舞蹈时，应当知道幼儿的生理特点
和相关动作可能存在损害风险，但其
在训练“撑小桥”、“下腰”时，对上
述动作可能造成10岁以下小孩脊椎
损伤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采取预
防和避免损害发生的相应措施，导致
乐乐训练时受伤。培训中心未尽到教
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定义务，存在过
错，对乐乐的损害应承担责任。乐乐
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应了解乐乐生
长发育等情况，应当预知舞蹈动作可
能产生的风险，并且乐乐训练时就在
旁边陪同，对乐乐损害的发生，其监
护人也有过错，应当减轻培训中心的

赔偿责任。
3.因果关系。乐乐损伤的原因是外伤

与自身生理发育不成熟共同造成的，因
此，乐乐的损害属于多因一果。虽其自
身发育不成熟是主要因素，但脊柱发育
尚未成熟系10岁以下儿童的常见体质，
并无证据证明仅因该体质即会导致伤残
后果。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在确定
侵权责任时应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损伤
参与度作相应扣减。

4.赔偿比例。责任是赔偿的前提，根
据过错推定原则，培训中心对乐乐的损
害承担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其监护
人有过错，可减轻培训中心责任。故确
定培训中心承担70%的赔偿责任。

5.鉴定意见。鉴定意见认为乐乐自身
发育不成熟是损害的主因，外伤是次
因，它是从医学的角度，结合内外因素
判断外伤诱发“胸椎脊髓损伤伴双下肢
不全瘫”的作用力大小。而过错是法律
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评价，是法律对过
错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所承担责任的
评判。两者目的、依据等不同，因此，鉴
定意见不是判断过错大小和承担责任的
依据，责任的划分不以此为依据。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

民法院）

2010年7月16日，被告人万道
龙、徐爱霞得知自己刚出生四天的女
儿万某某被确诊为梅毒携带者且治
愈后将留有残疾时，决定遗弃万某
某。当日下午，万道龙将万某某弃于
黑龙江省宝清县妇幼保健院北面路
边菜园内。因担心过路行人发现并
抱走万某某，万道龙又与徐爱霞商定
将万某某捡回扔到宝清县人烟稀少
的龙头桥水库。当晚，万道龙驾驶摩
托车载着万某某前往龙头桥水库，途
经宝清县小城子镇东泉村小西山时，

发现山中有片林地，便将万某某弃于
林地后驾车回家。次日晨，一村民上
山采蘑菇时发现尚存活的万某某，将
其救回并报案。

宝清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万
道龙、徐爱霞犯故意杀人罪，向宝清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宝清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万道龙、徐爱霞采用将出生仅
四天的女婴遗弃深山野林的手段，非

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
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二
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在实施故意杀人犯
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
逞，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
减轻处罚。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万道
龙有期徒刑四年、徐爱霞有期徒刑两
年。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没有提出上
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本案争议焦点为：二被告人有能力
履行却拒不履行抚养义务，将出生不久
的女婴遗弃在难以获得他人救助的深山
野林里，其行为应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遗弃罪。作为女婴的亲生父母，其
二人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抚养义务，
情节恶劣，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应
以遗弃罪论处。遗弃地点虽然比较偏
僻，但女婴被遗弃数小时后即被附近村
民发现，说明还存在获得他人救助的可
能，二被告人的遗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
女婴死亡结果的发生，实际上也没有造
成伤亡后果，不宜认定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二被告人先
将女婴遗弃在医院附近的菜园里，因担
心过路行人发现并施救，又将女婴载至
深山野林中予以遗弃，从变更遗弃地点
的客观行为看，二被告人主观上积极追
求女婴死亡、且不希望女婴获救的意图
十分明显。二被告人是以遗弃为手段来
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只是因为意志以
外的原因未得逞。遗弃地点位处深山野
林，女婴在此难以获得他人救助，得以
存活的可能性极其微小，最终能被上山
采蘑菇的村民发现并救回，纯属万幸。
按刑法通说，对危害结果的明知，包括
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与可能发生两种
情况，只要行为人明知遗弃行为可能造
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且希望或
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就可以认定有
杀人故意，至于死亡结果是否实际发
生，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
此，本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未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被告人的遗弃
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
一条的规定，遗弃年老、幼小、患病或
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只有达
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以遗弃罪论处。
二被告人的遗弃行为并未造成实际伤亡
后果，不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不构成
遗弃罪。

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幼小、患病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
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
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的行为。两罪性质与危害程度
相差较大，一般情况下不易混淆。但
是，对于负有扶养义务的行为人拒不履
行扶养义务，如不给新生儿喂奶、不给
重病人治病、将婴幼儿遗弃在无法获救
的地点等，导致或可能导致上述被害人
死亡的行为，是以遗弃罪论处，还是以
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实践中容易混
淆。两罪的法定刑差异很大，遗弃罪为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
故意杀人罪可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何区分遗弃罪与采取遗弃手段
实施的故意杀人罪？主要可从行为人
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两方面来分
析。通常，故意杀人的行为人主观上
对自己的遗弃行为会导致被遗弃人死
亡的危害后果有明确认识，并且对死
亡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态度。而
遗弃的行为人可能认识到、也可能没
有认识到自己的遗弃行为会给被害人
的生命、健康带来危险，其主观上并不
希望、不愿意、不放纵被害人死亡或伤
害的结果发生，即如果被害人死亡或
受伤，都是违背其意愿的。

理论上区分两种行为似乎不难，
但实践中却容易混淆。行为人在供述
其主观意图时往往会避重就轻，因此，
要准确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遗弃故意
还是杀人故意，还应根据主客观相一
致的原则，结合具体案情和行为人实
施的客观行为来综合分析。一般可从
行为人遗弃行为的原因、动机、时间、
地点、对象、手段、后果、案后表现等情
节进行研判：

第一，考察遗弃行为的原因和动
机。当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
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
遗弃重病婴幼儿的现象时有发生。对
于此类案件，应当查明行为人是出于
何种动机实施遗弃行为，是希望孩子
得到他人关注并获得救助，还是狠心
抛弃任其自生自灭，抑或欲置其死地
以求解脱？例如，父母将重病婴儿弃
于医院或民政局门口，附上婴儿病历
或介绍病情的字条，这明显是希望婴
儿能够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救治，此类
行为，应认定为遗弃；反之，父母将重
病婴儿扔到车辆穿行的高速公路或荒
郊野外，明显表明其主观上不期望婴
儿获救并且希望或放任婴儿死亡，可
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杀害婴儿的故
意，其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

第二，考察遗弃的时间、地点、对
象、手段、后果等客观要件。实践中，

一般分为作为的遗弃与不作为的遗弃两
类方式。以作为方式遗弃的，行为人通
常会积极寻找遗弃地点、选择遗弃时间
等。例如，父母将新生婴儿弃于超市入
口、车站站台、集市路边等地，这些地方
人流量大，婴儿获得他人救助而存活下
来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典型的作为方式
的遗弃行为；反之，将婴儿弃于荒郊野
外，婴儿获得他人救助的可能性极小，且
野外环境恶劣，婴儿饿死、冻死、遭动物
啮噬的可能性大，对于故意将被害人遗
弃在不能获救或获救希望渺茫地点的，
这是作为方式的故意杀人行为，应认定
为故意杀人罪。实践中，以不作为的方
式遗弃或杀人的案件也屡有发生。例
如，对无生活自理能力、尚能求救的残障
人员不提供食物或不予护理，只要该被
害人肯求救，周围邻居或（村）居委员会
就可能对其实施救助或报警的，由于行
为人主观上主要是不愿意尽扶养义务而
非希望或追求被害人死亡，故其行为是
属于不作为方式的遗弃行为，应以遗弃
罪予以评价。但如果被害人是完全无行
为能力人，行为人不仅不给被害人食物
和水，且将房门反锁、电话线拔掉离去，
致使被害人无法或不能呼救，最终饿死
家中，这种行为，就是以不作为的遗弃方
式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应以故意杀人
罪予以评价。

第三，考察行为人的案后表现。发

现遗弃行为导致被害人生命、健康受威胁
后，行为人是置之不理，还是积极施救，抑
或二次加害，可以反映其有无致死被遗弃
人的主观故意，也是量刑时应当考虑的重
要因素。例如，父母将婴幼儿遗弃路边后
躲到附近角落观察，直至孩子被人抱走才
离去；或者发现无人注意，又将孩子带到市
政办事大厅内遗弃，虽属二次遗弃，但其变
更遗弃地点，是希望幼儿能够得到他人关
注、救助，关心幼儿性命安全，采取措施减
少伤害，对于这样的行为，应定性为遗弃；
反之，父母将盲童带到河边后径直离去，导
致盲童在摸索中掉入河内淹死，行为人主
观上应当预见到盲童有掉入河中淹死的可
能性，但其不管不顾，径直离去；或者发现
盲童自己爬上岸后，又将盲童带至河边，最
终导致盲童掉入河中被淹死的，可以认定
其主观上有放任盲童死亡的故意，应以（间
接）故意杀人罪论处。

综上，区分遗弃罪与以遗弃方式的故
意杀人罪的关键点在于：行为人实施遗弃
行为时，其是否考虑并给予了被害人获得
救助的机会。如果是，则可以遗弃罪定
罪；否则应以故意杀人罪来定罪。就本案
而言，被告人万道龙、徐爱霞获悉自己刚
出生四天的女儿罹患重病，先是遗弃在医
院附近的菜园里，因担心过路行人发现并
施救，又将女婴载至深山野林中予以遗
弃，二被告人不愿意让女婴获救、希望
女婴死亡的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因此，
本案以故意杀人罪定性是准确的。由于
女婴被群众及时发现救回，二被告人系
故意杀人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加之认罪态度好，有悔罪
表现，法院对二被告人依法减轻处罚，
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二年，量刑是适当的。

本案二被告人因家境贫困，导致其
放弃对女婴的治疗虽值得同情，但其因
此险将女儿致死的行为却触犯了刑法，
让人扼腕感叹。毕竟，生命的意义高于
一切。本案的判决明确地昭示了一条法
则，任何人都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
权利，否则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同
时，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法院对二被
告人作减轻处罚，又较好地体现了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利于二被告人的教育
改造和回归社会。因此，本案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都值得肯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29日（总第5996期）

许志鸿：本院受理（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2385号原告詹
斯潘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并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意见陈述书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14年8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区第1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嘉丽俊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
知行初字第2166号原告喜来登国际知识产权有限责任公司诉被
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

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

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及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于
2014年9月2日上午11时整在本院第二审判区7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届时你方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张继华：本院受理温萍涛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张继华：本院受理原告温萍涛诉被告开封市人民政府、开

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张继华房屋登记管理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2014）顺行初字第4-1号、（2014）顺行初字第5-1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河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徐冉东：本院受理原告吕德全诉被告张晓华及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13）集民二初字第437号民
事判决，被告张晓华在法定期间内向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公告期
满，本案卷将移送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集安市人民法院

陈长明：本院受理原告苏显蓉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福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四川]金堂县人民法院

金贵文：本院受理郑天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大关县人民法院

李慧君、王俊秀、周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

作银行城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副本、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4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李宗寿、李金良：本院受理原告高志钦与你们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八时二十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杜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10日，本院根据启东市中天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计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0日，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1213463558.52元，负债总额1230308102.89元，净资产
负16844544.37元，已经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本院于2014
年5月12日裁定宣告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债务人STX（大连）集团下属STX（大连）造船有限公司
等6家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我院决定采

用竞争方式统一指定破产管理人。有关招标具体细节详见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court.dl.gov.cn)，联系电话：
0411-83723051，83775981，83723050（周法官）。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市凯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旋公

司）申请，于2014年5月7日裁定受理了凯旋公司破产重整
一案，并指定余姚中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

人。有关凯旋公司的债权人应向凯旋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地点：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法庭，地址：浙江

省慈溪市逍林镇园丁路87号，邮政编码：315321，联系电
话：0574-63912903，13905846059联系人：孙祖荣、黄江
华），债权申报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8月8日止。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凯旋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凯旋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凯旋公司破产重整期间，有关凯旋公司的民事诉

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凯旋公司的财产后，该诉

讼或仲裁继续进行。对凯旋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

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凯旋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

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凯旋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将于2014年8月18日下午3时在本院机关第一审判庭召
开（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

[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

公司）申请，于2014年5月7日裁定受理了心连心公司破产
重整一案，并指定余姚中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

产管理人。有关心连心公司的债权人应向心连心公司破产

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点：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法

庭，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园丁路87号，邮政编码：
315321，联系电话：0574-63912903，13905846059联系人：
孙祖荣、黄江华），债权申报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
年8月8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逾期申报将依法处

置。心连心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心连心公

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心连心公司破产重整

期间，有关心连心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

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

管理人接管心连心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

行。对心连心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

序依法应当中止，心连心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

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心连心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将于2014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一审判庭召开
（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 60号）。

[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闫振杰的申请于2013年9月30日裁定受理北京
国能天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并指定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为清算组。国能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1座七层，电话：010-
88312868,88395676，15201588830，联系人：韩佳佳、马潇
潇】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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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国能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国能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4年8月14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三层第3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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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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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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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以（2013）邹民清（算）字第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申请人冯建荣申请对邹城市太阳花

味精工贸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清算组依法开展清算

工作。清算组由张景宪、董桂玲、张歌三人组成，张景宪任组

长。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济宁市古槐路43号济宁市中正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
司。联系人：董桂玲，电话：18605373375；张歌,电话
13406266820。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吴涤、大庆鼎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大庆市新

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有关仲裁通知书等

文书通过其他方式不能向你们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递交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
的期限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10日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大庆市政东街12号401室）
开庭审理此案，届时如不出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大庆市仲裁委员会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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