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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构成及犯罪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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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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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采用远程登录、植入逻辑炸
弹程序、后门程序并运行的方式，攻击
南青公司网站致该网站运行陷入瘫痪的
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在审理过程中有三
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
成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告人王平追讨欠
款，从主观上来说属于典型的个人目
的，王平知道网站是南青公司的经营工
具；从侵犯的客体来说，也是为了破坏
南青公司的经营活动。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只是他的手段，其行为的目的是破
坏南青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由于泄愤报复
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
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的，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法条竞合的情
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
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
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
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
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
行为。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中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作了
特别规定，与破坏生产经营罪构成法条
竞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用特别法，
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想象竞合的情
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被告人实施了采用远程登
录、植入逻辑炸弹程序、后门程序并运
行的行为，既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
罪构成，也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的犯罪构成，但是通过比较破坏生产经
营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条可
知，两个罪名的法条不存在从属或者交
叉的逻辑关系，不构成法条竞合，而是
想象竞合犯。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
断的原则，本案中的被告人应当按照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惩处。

析 疑 断 案

2009 年 4 月，被告人合胜公司
项目经理王平因南青公司拖欠其公
司网站开发尾款未付，授意被告人
张开懋针对南青公司网站编写逻辑
炸弹程序、后门程序，并提供给从南
青公司离职的被告人沈雪松。
2009 年 4 月至 6 月间，被告人王
平、沈雪松采用远程登录、植入逻辑
炸弹程序、后门程序并运行的方式，
频繁攻击南青公司网站，使网站运

【案情】
2001 年麻某与李某生育一子麻
小贝，2011 年两人离婚。离婚协议关
于子女抚养约定如下：
“婚生之子麻小
贝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 10 日前支付
1500 元，抚养费每年根据情况酌情增
加”。
2013 年 2 月，麻小贝因间歇性外
斜视、双眼屈光不正住院治疗，共支出
医疗费 13422 元。2011 年、2012 年
麻小贝参加少儿围棋培训，共支出教
育费 11105 元。麻小贝请求麻某负
担医疗与围棋培训费用支出的一半。
麻某认为，自己每月支付的 1500 元抚
养费包括了教育费与医疗费，不同意
另行支付。

【分歧】
一方支付了约定数额的抚养费，
是否有义务另行负担子女的教育费与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行陷入瘫痪，导致该公司客户流失、日
常业务管理无法正常开展。后南青公
司聘请京瓷公司提供紧急技术服务，
花费 12 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被
告人王平、沈雪松、张开懋违反国家规
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
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后

【法官回应】

利用逻辑炸弹、后门程序攻击网站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破坏生产经营
罪的犯罪构成。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以泄愤报复
或者其他个人目的，
破坏机器设备、残害
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
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看，
被告人王平
的供述中提到其多次催收网站开发项目
的尾款未果后设计了程序炸弹报复南青
公司，张开懋供述称王平为了追讨尾款
让他编写可以导致南青公司网站瘫痪的
程序而他照做了，沈雪松的供述中也提
到因为南青公司拖欠其社保基金和工资
而破坏南青公司的网站，可以印证被告
人出于泄愤报复等目的实施了犯罪，主
观方面为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来看，
三名被告人
均供述被告人王平、沈雪松利用张开懋
编写的逻辑炸弹程序和后门程序对南青
公司网站实施破坏，被害单位也证实了
南青公司网站被频繁攻击导致运行陷入
瘫痪，公司经营管理无法正常进行，
造成
客户和业务流失，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
被告人的行为破坏了南青公司的生产经
营。
因此，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破坏生产
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2.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的犯罪构成。
首 先 ，被 告 人 主 观 方 面 表 现 为 故
意。被告人王平是负责南青公司网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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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斌

【案情回放】

果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判决：被告人王平犯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
刑一年；被告人沈雪松犯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缓刑一
年；被告人张开懋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
缓刑六个月。一
审判决后，被告人王平、沈雪松、张开懋
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
未提出抗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发项目的经理，
张开懋是王平的下属，
沈
雪松是南青公司的程序员，三个人都是
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明知自己
的行为可能造成破坏计算机系统使其不
能正常运行的危害后果，而希望或者放
任这种后果发生。
其次，被告人在客观方面违反国家
规定，实施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
的行为，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
运行，
后果严重。第一，
被告人张开懋编
写逻辑炸弹程序和后门程序后，王平和
沈雪松利用上述程序对南青公司的网站
实施破坏，
这显然是违反国家规定，
危害
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第二，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行为共有删除、修
改、增加、干扰四种并列选择的表现形
式。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
通过远程控制，
运行逻辑炸弹和后门程序，切断运用程
序和数据库的联系，导致南青公司的网
站无法访问。因此，被告人实施了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行为。第三，对
于如何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后果严重”，法
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刑法理论和
司法实践来分析，
“后果严重”主要包括
几种情形：
（1）致使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
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的；
（2）修复被破坏
的系统功能耗资较大、耗时较长；
（3）严
重影响工作、生产、经营，给被害单位和
个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等。本案中，

被告人的行为导致南青公司网站运行陷
入瘫痪，
使得公司经营管理无法运行，
证
人证言证实了网站瘫痪后公司客户流
失、业务流失的情况，
而且南青公司为了
恢复网站正常运行聘请专业公司进行技
术服务并支付了 12 万元的相关费用。
从以上情况可以判断，三名被告人的行
为符合“后果严重”
。
因此，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构成。
3.关于罪数形态问题
通过从犯罪构成角度对被告人的行
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本案中被告人的
行为既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
件，又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
成要件，我们要从罪数形态角度进一步
分析本案究竟是想象竞合犯还是法规竞
合，
进而解决本案的定罪问题。
想象竞合犯是一种犯罪竞合，是事
实问题；
而法条竞合是一种法律竞合，
是
法律问题。区别二者主要是看两个罪名
的法条之间是否存在从属或者交叉的逻
辑关系。本案中涉及的两个罪名的构成
要件为：破坏生产经营罪规定在刑法第
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中，主体要件是一般
主体，
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为目的犯，
犯罪客体是与生产经营有直接联系的财
物，
客观方面是破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
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规定在刑法第六
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主体要件是

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
犯罪
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
秩序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所有人的合法
权利，
犯罪客观方面是违反国家规定，
实施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行
为，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
行，
后果严重。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破坏生产经
营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条
之间不存在从属或者交叉的逻辑关
系，不构成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
犯。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主张
对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断，
因此，
本
案中 3 名被告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
4.关于共同犯罪形态问题
首先，
3 名被告人实施了共同犯罪
行为，
张开懋得到王平的授意后编写逻
辑炸弹程序、后门程序，
王平将这些程
序提供给沈雪松，
王平与沈雪松运行程
序攻击南青公司网站，
上述各被告人的
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
相互配合形成了
一个犯罪活动整体。
其次，3 名被告人之间存在共同
的犯罪故意。关于被告人张开懋与沈
雪松之间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主要可
以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认定。本
案中，张开懋与沈雪松之间没有意思
联络，但这并不影响二人之间共同犯
罪的成立。共同犯罪故意的最大特征
在于犯罪故意的“共同性”，即各个共
同犯罪人的犯罪故意，在一定形式的
关联下，
大致构成一个整体，
呈整合状
态。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要能够
概括地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危
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以及共同
犯罪行为会引起的危害结果。张开懋
明知王平要求其编写的程序是用来攻
击南青公司的网站，作为计算机专业
人员，他也应该能认识到自己编写逻
辑炸弹程序、后门程序提供给王平之
后会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运行。沈雪松
从王平处得到张开懋编写的程序并攻
击南青公司网站的行为及所造成的危
害后果都没有超出张开懋主观上的概
括故意范畴，张开懋与沈雪松构成共
同犯罪，
应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抚养费外应否另行负担子女的教育医疗费用
医疗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
的 解 释（一）》
（以 下 简 称 婚 姻 法 解 释
（一））第二十一条规定，
“抚养费包括子
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很明确，抚
养费包括了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费，
一
方支付了约定数额的抚养费，就无需单
独负担教育费与医疗费。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未成年人的
教育与医疗费用激增，约定数额的抚养
费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的基本需求，从保
护未成年人利益角度出发，对医疗费与
教育费应视情况予以支持。

【评析】
近年来，未成年人教育费与医疗费
用急剧增加，
导致在约定抚养费之外，
另
行主张抚养费的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
且名目种类繁多，如择校费、课外辅导
费、游学费等。这些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应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
角度进行分析、处理。
1.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
抚养费纠纷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的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基
本原则，
《儿童权利公约》要求“关于儿童
的一切行动，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
首要考虑”。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
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纠纷时，
实质上
都体现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在处
理未成年人监护、抚养关系与抚养费纠
纷时，都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作为基本
出发点。抚养费是未成年人生活的物质
基础，
立法的基本目的就在于，
通过抚养
费支付为处于分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提
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实践中抚养
费是否支持以及支持多少，最首要的考
虑就是未成年人的利益。
2.离婚后夫妻对子女负有同样的抚
养义务，抚养费支出应保证双方负担的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殷永江：本院受理 （2014） 一中知行初字第 4926 号原告上 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开庭时间定于 2014 年 12
海科润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 月 8 日 14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十八审判庭，请准时到
委员会专利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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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我臻：本院审理的原告陈永军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案，
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本公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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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
的 15 日内。本院将于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审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区 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如未出庭，本院将依 审理。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桂林幸运公寓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宏与你竞
金孝洋：本院受理 （2014） 一中知行初字第 5525 号原告布 业限制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雷特林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书、合议庭、审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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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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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及 30 日
知、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
告证据材料。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 7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院将于 2014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2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龙大松：本院受理原告桂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与你占有物
案，届时你方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返还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书、合议庭、审委会成员
石 家 庄 晶 莹 黄 金 开 采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院 受 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2014） 一中知行初字第 4011 号原告浪琴表公司弗朗西龙有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及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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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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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7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开庭传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票、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材
无锡和新织造有限公司、曹志强、吴月萍、王耀良、顾素
料。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 娟、王文吉、王燕兰、无锡市石塘湾通用机械厂：本院受理江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院将于 2014 年 11 月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广益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18 日上午 11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时你方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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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3
新纪元时装 （深圳）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峰峰诉 时 15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南通长江农工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江苏骆驼纺织科技有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限公司、朱卫国、李伟、周斐斐：本院受理南通汇源典当有限

均衡。
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
往往已经实际
承担了更多的金钱与感情投入，
如果对约
定数额外但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支出全
部不予支持，
则会加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
的经济负担。既会破坏夫妻双方负担的
均衡，
也会损害抚养子女一方继续为未成
年人进行教育与医疗投入的意愿。司法
实践中认为超出约定抚养费数额的支出
是一方自愿的选择，应由个人承担的观
点，
无疑会过度增加抚养方的负担，
长期
看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发展。
3.对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一条应
根据法律目的进行限缩解释。
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之目的，
应将抚
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
费用的规定，
限缩解释为抚养费包括基本
的子女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费。据此，
夫妻双方对基本教育与医疗之外，
符合未
成年人利益的支出仍有负担义务。
婚姻法解释(一）制定于2001年，
十几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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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去了，如今医疗和教育费用猛
涨，
单纯根据夫妻一方工资收入计算
出的抚养费，
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的生
活需求，
这也是近年来单独起诉要求
医疗与教育费用案件增加的主要原
因。因此，
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的角度，
对法律规定进行限缩解释，
使法律适用与社会实际相一致。我
国关于
“抚养费包含教育费、
医疗费”
的规定，
应解释为固定数额的抚养费
包含基本的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
费，
而不应包含为未成年人利益客观
支出的较大数额的医疗与教育费
用。就本案来看，
麻小贝的教育与医
疗费用的支出数额较大，
一年就支出
了24000元，
每月1500元的抚养费明
显不能满足麻小贝的实际需求。因
而，
在其父母有能力负担的情况下，
应当由父母双方负担。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31300051 （出票日期2013年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32217145
11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5月20日，出票人深圳市佳恩特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台州银行，汇票金额人民币20000元）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4年8月8日作出（2014）台路催字第26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辽阳微电子有限公司有
权请求支付。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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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2013） 朝法特清算初字第 23115-1 号本院根据刘勇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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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14 时 请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裁定受理北京佑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强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 6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组成北京佑威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清算组。北京佑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裁判。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咸平、乔宗兰、建湖润弘钢结构材料厂、夏咸玉、藏从巧、夏咸 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北京佑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
宏、张爱红：本院受理林同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组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现代城 C 座 1905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室；邮政编码：100022;联系电话：85801155、1521064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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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85802255）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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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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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纪素峰、卜玉娟：本院受理原告张国振诉你们海上、通海 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北京佑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
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佑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组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厦门市中建华江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
书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本院依法受理厦门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节假日 鑫同泰建材有限公司申请你司强制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顺延） 在本院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送达 （2014)厦中法民清(预)字第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司相关人员应于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向
决。
大连海事法院
龙江涛：本院受理原告邰海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本院书面提交公司财务账册、文件及财产状况证明，逾期提交将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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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4
年 5 月 30 日 （2014） 金兰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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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算）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丁畅与被申请人兰溪
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楼法庭开庭审理此 联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浙江泽铭律师
事务所担任清算管理人。现特向社会公告债权申报等有关事项如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陕西]岐山县人民法院
下：一，债权申报时间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二，申报主
体为对兰溪联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本院于2014年5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辽阳微电子有限公司的 他组织；三，申报形式及要求，债权人应以书面形式向清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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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电话：
（010）67550705

一 案 一 议

版

●

【案情】
2013 年 11 月 1 日，周某约
朋友古某、陈某（未成年）、谢某
（未成年）等人在一饭店包间吃
饭，庆祝其 20 岁生日。席间，陈
某拿出一包净重约 0.3 克的海洛
因，
4 人均吸食了毒品。

【评析】
一种意见认为，饭店包间是
周某临时使用的场所，周某容许
陈某等人在包间吸毒，不构成容
留他人吸毒罪。笔者认为，凡是
行为人（临时）拥有使用权、支配
权，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空间均可
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周
某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1.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成要
件。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为他
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
应受
刑罚处罚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
体是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和人们
的身心健康；犯罪主体为一般主
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本
罪；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客观方
面表现在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
提供场所。
2.容留他人吸毒罪场所的界
定。容留他人吸毒之所以具有社
会危害性就在于其为吸毒行为提

为他人吸毒提供临时场所
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李春丽
供了庇护，使之难以被发现和逃
避处理。实践中，吸毒人员的吸
毒场所不仅局限于自家住房等较
为固定的地点，
临时租赁的住所、
旅馆、饭店、KTV 包厢等地点聚
众吸毒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情况
下，
对于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
若仅机械地将行为人具有“完全
支配”
、
“拥有”
、
“管理”
的“固定的
场所”
作为认定标准，
则会纵容利
用临时场所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
行为，不利于打击毒品犯罪和控
制毒品扩散，也违背了刑法立法
目的。
3.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定罪标
准。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也不能
一概以犯罪论，
只有达到刑法规定
的标准的，
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
诉标准的规定（三）
》第十一条规定
了提供场所，
容留他人吸食、注射
毒品，
应予立案追诉的六种情形。
重庆市公、检、法、司、国安等机关
联合出台指导意见，
细化了应以容
留他人吸毒罪处罚的具体情形：1
年内容留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 3 次
以上的；
1 次容留 3 人以上吸食、
注
射毒品的；容留未满 18 周岁的人
吸食、
注射毒品的。
本 案 中， 周某在其拥有临
时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饭店包间
容留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3 人
吸食毒品，其行为符合容留他
人吸毒罪的构成要件和立案标
准，应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
人民法院)

人申报债权，提供主体资格 （如法人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身份
证等）、债权发生事由、债权数额、担保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所
提供资料均需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四，申报地点：浙江省金华
市李渔路1103号宝莲广场A座20楼浙江泽铭律师事务所；五，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在上述申报期内向清算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联系电话：0579-82727899；传真：0579-82727979；联
系人：刘迎建律师（手机号码：13958482059）。
兰溪联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管理人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北京韦尔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92984791、票面金额 21719 元、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为2014年8月22日，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平市铁东区宏强物资经销处因银行承兑汇票1张被
盗，号码为 10200052/22339172，金额为 50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4年6月20日，付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
岩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申请人。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持票人） 乌兰察布市洪泰煤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五 张 ， 票 号 10400052/20785669、 10400052/
20785670、
10400052/20785671、
10400052/20785672、
10400052/20785673，票面金额 50 万元 （每张面值 10 万元）、出
票日期 2014 年 6 月 5 日、到期日期 2014 年 12 月 5 日、出票人冀
州中科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乌兰察布市洪泰煤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冀州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