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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形下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分
刑 事 焦 点
◇ 李静然
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客
观上存在一定竞合关系。运输毒品必然
要持有毒品，而持有毒品既包括静态的
持有也包括动态的持有，动态持有毒品
与运输毒品则存在形式上的重合。特定
情形下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
区分一直是实践中争议的难题，这里对
其中三个问题加以探讨：

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
2000 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
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
《南宁会议纪要》）与 2008 年印发的《全
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
会纪要》
（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均
规定，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
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这主
要是考虑在我国吸毒行为并不构成犯
罪，故对吸毒者以吸食为目的而少量购
买、存储及携带毒品运输的行为亦不应
以犯罪论处。但是，实践中吸毒者实施
毒品犯罪的情况大量存在，若对吸毒者
购买、存储、运输毒品的行为一律不作为
犯罪处理，无疑会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
品犯罪。鉴此，以上两个文件对吸毒者
实施毒品犯罪的认定作了进一步规定。
《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
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
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
法持有毒品罪定罪。然而，在执行上述
规定的过程中，出现了吸毒者运输千克
以上海洛因仍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处罚的案件，引发了一定争议。
《大连会
议纪要》对此作出修正，规定吸毒者在购
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
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
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
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
行为定罪处罚。
对《大连会议纪要》中“实际实施的
毒品犯罪行为”应当如何理解，实践中一
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吸毒
者在购买、存储等静态持有毒品的过程
中被查获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
罪处罚；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应
当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另一种观点

认为，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
程中被查获，
毒品数量较大，
但尚未超出
其个人正常吸食量的，应当以非法持有
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
程中被查获，
毒品数量大，
明显超出其个
人正常吸食量的，应当以运输毒品罪定
罪处罚。
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主要理
由为：第一，持有毒品的状态并不是区分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关键，
持有毒品原本就包括静态和动态的持
有，不能因为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
被查获就一律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构成运输
毒品罪并无目的性要求，但由于吸毒行
为不构成犯罪，对于吸毒者携带正常吸
食量范围内的毒品发生位移的，应当适
当考虑其目的，若有证据证明吸毒者意
图通过运输行为达到保有、吸食毒品的
目的的，应作为例外情形对待。
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是否超过其个
人正常吸食量，是判断其是否以吸食为
目的运输毒品的重要因素，但把握上要
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合理确定吸食
量。毒品吸食量的个体差异较大，且存
在随着耐受力增强不断增加用量的情
况。据有关专家介绍，海洛因的典型单
次 用 量 在 0.05 克 至 0.08 克 ，致 死 量 为
0.75 克至 1.2 克；甲基苯丙胺的典型单次
用量在 0.02 克至 0.03 克，致死量为 1.2
克至 1.5 克（以上均以纯品计）。因此，应
结合毒品种类、纯度及吸毒者的吸毒时
间长短、瘾癖程度等因素，
合理确定其单
日吸食量大小，并根据毒品价格、紧俏程
度及吸毒者的经济状况、在途时间等因
素，判断其有关在一段时间内吸食的辩
解是否合理。第二，综合判定吸毒者运
输毒品的目的。实践中，单纯依据毒品
数量判断吸毒者是否以吸食为目的而运
输毒品有时过于绝对。对于吸毒者运输
毒品的行为，还应结合其吸食毒品种类
与查获毒品种类是否相同，其有无采用
特定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及其职业、经
济状况、违法犯罪经历等情节综合判定
其运输目的。如有证据证明吸毒者系受
雇运输毒品、职业运输毒品的，
应当以运
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短距离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
构成运输毒品罪是否有距离要求，
一直是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一种观

政府拒绝公开集中采购目录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行 政 诉 讼
◇ 文小刚 赵 鹏

案情
2013 年 2 月 3 日，
张某在浏览省财政
厅网站时未发现省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目
录，在通过各种方法均未获得该目录后，
于 2 月 25 日向省财政厅提出公开申请。
省财政厅答复，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目录
与张某的生产、生活和科研等特殊需要
没有直接关系，拒绝公开。张某向省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受理后在法定
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张某不服，以
省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评析
本案在审查过程中，对法院是否应
当受理此案存在争议：第一种意见认可
省财政厅的意见；第二种意见认为，法
院应该受理此案。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首先，财政

厅拒绝公开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目录的理
由不成立。政府采购法规定，对属于地
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其集中采购目
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或其授权
的机构确定并公布。按照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政府集中
采购项目的目录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
息，不是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故不应当
要求该信息与申请人的生产、生活和科
研等特殊需要有关。
其次，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作为复议机关的省政府在法
定期限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
议机关不作为不服向法院起诉的，属
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张某完全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根据最高法
院司法解释，被告为复议机关，且张
某具有原告资格，起诉未超过法定期
限，不存在不受理的情形，故法院应
当受理此案。
（作者单位：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
院）

送达执行文书
金联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湖支行申请执行北京鑫坤锐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金联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
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经审查裁定北京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 （2010） 通民初字第 15876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权
利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湖支行变更为浙江文华
控股有限公司，即变更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
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通执异字第 02807 号
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裁定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银鸿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顺
支行申请执行北京玉盛龙轻钢彩板有限公司、银鸿担保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
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经审查裁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0） 通民初字第 14075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权利人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顺支行变更为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
司，即变更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通执异字第 02806 号执行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陈仕太、陈吉蕊：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力申请执行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房地产评估报告等执行材料，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 30 日在本院选择拍卖机构 （遇法定假日顺延），
逾期将视为放弃权利。所确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福建]浦城县人民法院
伍尚伟、谭蕴芝：关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何朝湛申请追
加谭蕴芝为被执行人一案，因无法以其它方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点认为，构成运输毒品罪没有距离要
求，无论运输距离长短，只要通过运输
行为使毒品发生了空间位移，就应当认
定为运输毒品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构
成运输毒品罪应当有距离要求，短距离
运输毒品的，如同城运输的，一般不应
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宜认定为非法持有
毒品罪。
笔者认为，应当综合、辩证地看待
以上两种观点：第一，运输距离的长短
并不是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关键。无论运
输毒品距离长短，都侵害了国家对毒
品的运输管理秩序 ，无实质性区别 。
如甲明知是毒品而受乙雇用，为乙将
毒品从检查站一端运输至百米外检查
站另一端的，虽然运输距离较短，但
甲、 乙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 第二 ，
运输毒品的距离是判断运输行为性质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丙将 10 克海洛因
从其住处运输至同城其另一住房后被
查获的，结合丙运输毒品的数量、距
离、起始地点等因素分析，丙有关为
便于吸食而将毒品转移至另一住房的
辩解较为合理，宜认定丙构成非法持
有毒品罪。又如丁将千余克海洛因从
中缅边境运输至武汉，根据其运输毒
品的数量、距离等情节，应当认定丁构
成运输毒品罪。
综上，对于被告人短距离运输毒品
的行为，应当结合毒品的数量及其运输
距离、目的、有无牟利性等因素，综合
认定其构成其运输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
毒品罪。经实践总结，笔者认为，被告
人短距离运输毒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1.意
图长距离运输毒品，刚起运即被查获
的；2.为实现绕关、躲避检查等特定目
的而短距离运输毒品的；3.以牟利为目
的专门运输毒品的；4.以走私、贩卖毒
品为目的短距离运输毒品的。

接收邮寄、快递毒品行为的定性
随着物流寄递行业的发展，毒品交
易过程中通过邮寄、快递方式交付及接
收毒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对于购毒者
本人接收邮寄、快递毒品的行为，在不
能证明其有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
故意的情况下，应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还
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存在不同意见。一
种观点认为，贩毒者邮寄、快递毒品的
行为因购毒者的购买、送货要求而发

生，购毒者有与贩毒者通过邮寄、快递
方式运输毒品的共同故意，应认定为运
输毒品罪的共犯。另一种观点认为，贩
毒者通过邮寄、快递方式运输毒品的行
为应视为其毒品交付行为的组成部分，
对购毒者不应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购
毒者接收邮寄、快递的毒品，没有证据
证明其有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的
故意，毒品数量较大的，应认定为非法
持有毒品罪。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
为：第一，无论贩毒者通过邮寄、快递
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交付毒品，运输毒品
行为都要在购毒者与贩毒者的联络、配
合之下完成，如果因此而要求购毒者对
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不仅
是接收邮寄、快递毒品的购毒者，其他
所有等待接收毒品的购毒者 （包括因吸
食而少量购买毒品者） 都将构成运输毒
品罪，无疑会造成打击面过大。第二，
贩毒者通过邮寄、快递等方式向购毒者
交付毒品的行为属于其贩卖毒品行为的
组成部分，该运输毒品行为通常由贩毒
者主导实施，购毒者原则上不应就毒品
交付前的运输行为承担责任。第三，在
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有实施走私、贩卖
毒品等犯罪的故意，尤其是不能排除购
毒者以吸食为目的购买毒品的情况下，
购毒者接收邮寄、快递的毒品，数量达
到较大以上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
定罪处罚。贩毒者通过邮寄、快递方式
将毒品交付给购毒者的，应当以贩卖、
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实践中，真正的购毒者往往委托、
雇用他人代为接收邮寄、快递的毒品。
在代收者没有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故意
的情况下，其只是代替购毒者实际占有
该毒品，让购毒者通过其代收行为实现
对毒品的间接控制。具体可以分为以下
两种情况：一是代收者代购毒者接收邮
寄、快递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
有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的故意，
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代收者与
购毒者应当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
论处；二是没有证据证实代收者明知购
毒者有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的故
意，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代收
者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对
购毒者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行为定罪处
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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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江开法水执加字第 5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追加谭蕴芝为 （2009） 开法民二初字第 595 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同
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广东]开平市人民法院
伍尚伟、谭蕴芝：关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潘沐深申请追
加谭蕴芝为被执行人一案，因无法以其它方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江开法水执加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追加谭蕴芝为 （2005） 开法经初字第 154 号案件的被执行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同时
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广东]开平市人民法院
伍尚伟、谭蕴芝：关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何朝湛申请追
加谭蕴芝为被执行人一案，因无法以其它方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江开法水执加字第 6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追加谭蕴芝为 （2005） 开法经初字第 450 号案件的被执行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同时
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广东]开平市人民法院
哈尔滨立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大庆保盈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4） 外执字第 30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行为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3） 哈民二民终字第 625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如逾期履行需向本院如实全面报告你公司的财
产状况。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杨军、张继国：本院执行的柴国峰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 外执字第 195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本院作出的 （2013） 外执字第 195-2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2） 外民三初字第 40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如逾期
履行需向本院如实全面报告你们的财产状况。否则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问题
杨立新
人工生殖与自然法则
刘士国
冷冻胚胎的权利归属及权利行使规
则研究
李 燕 金根林
司法公信力建设
关于司法权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卢子娟
司法公正的内涵及其应然要素
刘冀民
调查与思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实
证研究
张广良
司法论坛
刑事涉案财物的审查认定及处理
吴成杰
审判业务
交通事故两险合并审理若干疑难问
题探析
马 荣 王 松
域外司法
英国法对人体胚胎的民事法律地位
的争议
李佳伦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2日（总第6027期）
关喜春：关于孟繁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
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作出的 （2013） 南民一初字第
39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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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刘广纯：关于哈尔滨市新建泡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
作出的 （2013） 南民一初字第 378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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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王美冬：关于孙立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
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作出的 （2013） 南民二初字第
51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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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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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高桂香：关于刘海涛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
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作出的 （2013） 南民二初
字第 91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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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限你自送达日起十
日内自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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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疑 断 案

自身疾病因素在刑、民因果关系及责任承担中的认定
◇ 诸佳英 姜丽丽
案情
2012 年 7 月 23 日，李某非法
行医致邵某死亡，经公安机关法
医鉴定：邵某系输液时因药物引
起的速发型过敏反应而死亡。
2012 年 11 月 ， 刑 事 生 效 判 决 认
定李某犯非法行医罪，但被害人
邵某生前患有心脏病，其自身疾
病对猝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故
对李某酌情予以了从轻处罚，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 2013 年 3 月 ，
邵某亲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李某承担侵权责任。2013 年
5 月，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对其非法
行医致人死亡的侵权行为应承担
全部责任。李某对一审民事判决
不服，提起上诉，认为邵某自身
疾病对猝死起到了一定作用，刑
事判决做了从轻处罚，相应的，
在民事责任认定上，也因据此区
分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重。

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法医鉴
定邵某患有心脏病是促成死亡的
原因之一，就可以认同为邵某对
自己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需要
自己承担一定的责任。本案的民
事侵权责任认定应做比重区分，
而不应由李某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侵权
责任认定以过错为原则，以无过
错为例外。本案中被侵权人自身
患有心脏病不能认定为是其过
错，因而不能据此减轻侵权者的
责任。

评析
本案的焦点为：刑事案件中被
害人自身原有疾病状况对死亡存在
一定作用是否等同于民事中存在过
错？被侵权人是否需要对其自身疾
病对死亡后果的介入因素自担部分
民事责任？对此，笔者同意第二种
观点，理由如下：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
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
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
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除了
自首外，另一因素也导致李宝盈
从轻判决，即法医鉴定的被害人
自身患有心脏病对猝死也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也即，本案被害人
的死亡系多因一果作用的结果。
严格地说，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并
不是因果关系认定中的介入因
素，而是行为时已经存在的特定
条件。因此，由于被害人存在某
种疾病或者特殊体质，行为人所
实施的通常情形下不足以致人死
亡的行为，导致了被害人死亡
的，也应当肯定因果关系。至于
行为人是否认识到或者是否应当
预见被害人存在疾病或者具有特
别体质，只是有无故意、过失的
问题，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
但是从实质层面分析，相对于一
因一果的案件，本案被害人的死
亡结果是多个原因造成的，行为

陈树斌：关于张丽玲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哈尔滨市
南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作出的 （2013） 南民一初
字第 55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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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谢炳桥、薛爱玲：本院受理的中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陈黎明、胡中贤、王从演、谢炳桥、叶建军、薛爱玲承包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如下文书：1、本院
（2011） 承中执字第 27、27-1、27-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
被执行人薛爱玲名下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天天家园 6 号楼 11 层
0611E 房屋一套。2、承德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心承价鉴字
〔2014〕 第 011 号价格鉴证结论书，薛爱玲名下位于北京市崇文
区天天家园 6 号楼 11 层 0611E 房屋鉴定金额为 5636000 元。你
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书之日起 10 日内以
书 面 形 式 向 本 院 提 出 （联 系 人 ： 刘 军 生 、 孙 源 远 ， 电 话 ：
0314-2177183、2177187）。3、本院 （2011） 承中执字第 27-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薛爱玲名下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天天家
园 6 号楼 11 层 0611E 房屋一套 （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崇
私字第79082号）。4、本院通知你二人选取拍卖机构通知书。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本院选取拍卖机
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响拍卖机构的选定。由此
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由你公司承担。拍卖机构确定后，每次拍卖会
的时间、地点详见拍卖机构的拍卖公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太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张红宾：本院执行的开封
市金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4)汴执异字第 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振华物资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
人陈德奎、杨同喜、尚亚杰、贺玉镯申请执行你公司劳动仲裁
纠纷四案，因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雪龙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人非法行医的行为只是导致被害
人死亡的原因之一，若将全部不
利的医疗后果全部强加到行为人
身上，不仅违背期待可能性的相
关原理，对行为人而言显属不
公，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
此，被害人的特殊体质虽然不能
阻断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量刑时应
当予以适当考虑，减轻行为人的
罪责。
但是，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的
参与因素在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
另有逻辑。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受害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故
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
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
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
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
任。但是本案并不构成过失相
抵，原因在于：
1. 被 侵 权 人 特 殊 体 质 与 死 亡
结果的发生并不存在侵权法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法上的
因果关系是指在满足于一般认知
的证明要求，客观存在于加害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事实联系
性。根据侵权责任通说，无论是
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在确
定侵权人责任时，均须确定加害
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
关系。虽然被侵权人患心脏病是
客观事实，但与死亡这一损害后
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
是在李某的不当输液这一外力作
用下所致。因此，被侵权人对于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失，
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
责任的法定情形。
2. 侵 权 人 对 被 侵 权 人 的 死 亡
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李某在未
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情况下擅开诊
所，非法从事诊疗活动。其在为
身体不适的邵某进行治疗时，未
按规范询问病史、验血化验，也
未做病历记录，仅凭主观经验认
为普通感冒只需配药输液，结果
导致病人死亡。在非法行医罪
中，行为人没有取得医生职业资
格，而仍然从事医务工作，对于
危害结果尤其是重大事故的发
生，行为人应当说是明知的，但
是行为人放任了这种危害结果的
发生，虽然不是积极追求，但也
不是设法避免，容忍危害结果的
发生。因此构成主观上的间接故
意。被侵权人邵某虽未到有资质
的正规医疗单位接受医疗服务，
有轻微过失，但不能因此减轻李
某的侵权责任和赔偿义务。
综上，特殊体质人群在适用
法律上不应给予差别化待遇。如
果要求特殊体质的人群在基本无
过错的情况下为自身特殊体质
“买单”，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

达执行通知书和申报财产情况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支付杨同喜
42000 元、交纳执行费 530 元；支付贺玉镯 28000 元、交纳执行
费 320 元；支付陈德奎 15000 元、交纳执行费 320 元；支付尚亚
杰 10000 元、交纳执行费 320 元。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唱片发行公司：本院受理的广西贵港市鸿达置业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进行到执行阶段，需对座
落在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18号 （原人民路窑岭东村082号） 权
证号为 710270312 号、710270313 号的仓库 （面积共计 118 平方
米） 进行评估、拍卖，本院决定摇号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摇号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摇号时间为送达后的下个星期一下午三点，摇号地点在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栋一楼第二审判庭 （立案大厅后面） 逾期未
到，不影响摇号进行。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张申友[ （身份证号码 320321197802250656），
男，1978 年 2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华山镇程庄
417 号]:本院立案执行的魏坤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下列法律文书：1 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出具的“湘经典 （2014） 长司 000404A”《房地产估价报告》
2、财产评估后限期履行通知。3、本院(2013)芙执字第 374-2
号执行裁定书。4、《拍卖公告》。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二○一四年六月四日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易新其：本院在执行申请人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新港支
行与你金融借款纠纷一中，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3） 开执字第 00455-1 号拍卖裁定书和湖南求是房
地产估价经纪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湘求是房评报字[2013]第 27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拍卖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易新其所
有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商贸城 5 栋 207 号房屋 （权证号
码：00343164）；估价报告载明：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商
贸城 5 栋 207 号房屋经依法委托评估，价值为 59.33 万元，如对
评估结果有异议，须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