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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dmin账户登录他人信息系统行为的定性
今 日 聚 焦

【不同观点】

●

◇ 温锦资

被告人利用被害公司的疏忽，使用
默认的账户 admin 登录到被害公司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下载了被害公司存储的
快递单图片并出售牟利，其行为构成何
罪，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使用 ad⁃
min 进入被害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其
手段有别于盗取账户资料或者利用黑
客软件工具强行进入等明显非法的手
段，不符合“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罪状特征。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罪保护的法益是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在缺乏“非法侵入”罪
状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没有侵害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被告人不构成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被告人
下载包含客户信息的快递单图片并出售
其中的客户信息获利，其实质侵害的法
益是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告人在他人计
算机信息系统非法下载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只要是未
经授权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无论
被告人采取何种手段或方式，都属于非
法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被告人利
用默认的 admin 账户进入被害公司的计
算信息系统并下载在该信息系统存储的
数据，最终出售获利，其行为构成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开放、共享是互
联网世界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互联网
又是无形、没有物理边际的，因此，网
络世界中的行为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行为
规范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认为只要未
经授权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就是非
法侵入。本案被告人多次利用 admin 账
户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
包含大量个人信息的数据，其同一行为
同时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从一
重罪论处，被告人应构成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析 疑 断 案

●

◇ 应金鑫 虞啸安
【案情】

被执行人万锦化纤有限公司因经
营不善拖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市分行 （以下简称中行义乌分行）
借款本金 2460 万元，中行义乌分行
依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拍卖了被执行人
万锦化纤公司所有的房地产，得款
7400 万元。
进入执行款分配程序后，地方税
务局请求法院在拍卖万锦化纤公司的
拍卖款中协助优先扣缴万锦房地产公
司拖欠的税金本金 4886 万余元及滞
纳金。经查，地方税务局在催缴过程
中发现万锦房地产公司截至 2009 年 9
月欠税本金 4886 万余元及滞纳金，
因该公司有财产转移迹象，税务局遂
责成万锦化纤有限公司提供纳税担
保。2009 年 10 月 19 日，万锦化纤有
限公司为万锦房地产公司所欠税款提
供纳税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并办

2014 年 10 月开始，被告人付
某先后在湖北省汉川市家中、武汉
市某小区 2 栋 2105 房中使用台式
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在互联网上使
用默认账户 admin 登录被害人公司
账户后台，利用下载助手软件下载
获取被害人公司月结账户的客户资
料信息。被告人付某多次作案，累计
非法获取客户信息几十万条，再利
用 QQ 在群中发布消息转卖相关信
息，共获利 8 万余元。

【案情回放】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付某非法侵入被害
公司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计算
机信息系统中储存的数据，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
年，并处罚金 4 万元。付某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称：其系使用默认账户 admin
登录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并未使用

【法官回应】

信息系统有明显的权利界限是认定非法侵入的前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使用
默认的账户 admin 登录是否构成非法侵
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从而构成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非法进入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罪，需要具备非法侵入这一行为。非
法侵入从形式上讲一般有以下几种情
形：一是通过非法手段盗取账户密码登
录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二是直接通过
破解技术手段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
统；三是越权或者无权进入计算机信息
系统，即虽然有进入相关系统的权限，
但对系统中某些子系统未被允许就进
入，或者相应权限被取消后仍继续进入
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上述几种情形中
非法侵入的手段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其
构成非法进入较为容易理解。但本案中
被告人只是使用系统默认的 admin 登录
账号进入被害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没
有使用任何的技术手段，也没有去偷取
相关的账户资料，其进入计算机信息系
统的手段本身难言有违法性，且互联网
开放、
共享是基本特性，
互联网中数据分
享是原则，
限制是例外，
一个计算机信息
系统能够用 admin 默认的账号进入，一
定程度上是否可理解为该计算机信息系
统是允许公众进入，那就不构成非法侵
入。被告人正是因此认为其没有非法侵

入被害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也就不构成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回应被告人的疑问，判断行为人是
否构成非法侵入，要把问题放到互联网
这个语境中，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理
解，要从实质意义上去寻找问题的答
案，而关键就在于在互联网中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的权利边界在哪里。
2.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权利界限
我国刑法规制的涉及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的犯罪行为包括非法侵入、非
法获取数据、非法控制、提供侵入、非法
控制的程序、工具、破坏等，所有的这些
行为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算
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二是计算机信
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安全。本案非法获取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主要是侵犯了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
作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所有
者，一般来说其对数据会有不同的用
途或者说目的，有共享的目的，权利人
主动将数据共享供公众使用；还有非
共享目的，包括牟利目的，权利人提供
数据，但他人获取数据需要支付相应
的对价；也包括保密目的，类似商业秘
密、技术秘密，或者根据法律规定不能
公开的数据，如本案中的公民个人信
息。前者是允许公众接近并复制，无需
适用刑法保护，后者则是禁止接近或
者需支付对价，否则有可能受到刑法

规制。但是如果缺乏明确权利声明，或
者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处于可随
意访问的状态，由于互联网世界中数
据汗牛充栋，数据的传输和交换无时
无刻不在进行，且互联网数据无形、共
享的特点，对于公众而言，是难以判断
其接近、复制某些数据的行为是否构
成违法甚至是犯罪。如果认为未经许
可进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一律就是
非法侵入，违背了互联网共享开放的
精神，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也与刑法
的谦抑性不相符。因此，必须存在一定
的权利边界便于公众判断其网络行为
的合法性，维护各方利益平衡。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权利边
界，对于法益特别重大的数据，由法律
直接规定禁止接近，刑法第二百八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事务、国防建设、
尖端科技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是禁止进入的，即禁止接近系统内的
数据。对于法律直接规定之外的其他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则需要权利
人在互联网世界中向公众宣告自己的
数据权利来确定边界。为保护计算机
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权利人会采取相
应的技术措施，设置登录权限或者防
火墙，又或者设置权利声明禁止他人
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登录窗口、防火
墙或者权利声明就是权利人就数据安
全设置的边界，任何人都不得越过该

界限进入其计算机信息系统，除非获
得授权。
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就
要结合权利人的数据用途和是否设置
权利边界进行分析。如果权利人的数
据是为了共享，就没有继续评价进入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方式合法与否的必
要性，因为没有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安全这一法益需要保护。如果权利人
的数据是牟利或者保密，不是为了共
享，权利人设置了明确的权利边界，那
么，行为人只要是未获授权进入该计
算机信息系统就构成“非法侵入”。但
是如果权利人没有设置任何的技术障
碍，也没有不得进入的义务提醒，行为
人遵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方式直接进
入其计算机信息系统，难言该计算机
信息系统的安全法益被侵犯，因为根
本就不存在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
保护藩篱，况且互联网中权利的边界
并不像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存在物理边
界那么明显，在缺乏义务提醒或者技
术措施隔离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难以
判断是否属于禁止进入的领域，也就
缺乏非法侵入的主观故意，因此，这种
情况不应认定为“非法侵入”，除非行
为人明知不得进入。
本案中，被害人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中含有大量反映客户个人信息的图
片，对于这些信息无论是出于商业道
德要求还是法律规定，被害人都有保
护客户个人信息的义务。因此，被害人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图片不属于共享
型的数据；被害人设置了登录程序，必
须被授权的人才有权登录该信息系
统，其数据有了明显的权利边界。被告
人利用了被害人未更改默认登录的账
号和密码的疏忽多次进入被害人计算
机信息系统，侵入的主观故意明显，其
属于未获授权就进入被害人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构成了“非法侵入”。
被告人付某非法侵入被害人计算
机信息系统并获取该系统存储包含个
人信息的数据，同一行为同时触犯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从一重罪处罚。故
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付某构成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为关联企业所作纳税担保能否优先于抵押权实现
理相关纳税担保手续。后万锦化纤有
限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将其所有的
房地产在最高额 6015 万元范围内抵
押给中行义乌分行 （市场估价 9101
万元，成交价 7400 万元）。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有欠税情
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
当向抵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
况。抵押权人、质押权人可以请求税
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虽然万
锦化纤公司在向银行抵押贷款时没有
尽到已为万锦房地产公司提供欠税担
保的告知义务，违背了诚实守信原
则，但银行作为抵押权人自己也未向
税务机关进行欠税情况的咨询，显然
也存在过错。因此，欠税担保先于抵
押权设定的，欠税担保债权可以先于
抵押债权实现，欠税担保后于抵押权
设定的，则欠税担保债权不能先于抵

押债权实现，但可以先于其他普通债
权实现。
第二种意见认为，为他人提供保
证担保所欠税款不同于自身欠税，相
对于抵押权和其他普通债权均不享有
优先受偿权，可在担保物权、优先权
实现后尚有剩余执行款时作为普通债
权参与分配。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对当前税收债权优先一般原则
的反思
税收之所以具有优先效力，理论
界通说认为主要基于税收公益性和风
险性两个理由。但是，体现社会公益
的税收对个人利益的优先并非绝对，
因为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个人利益的集
合，尽管前者并非是后者简单的叠
加，但公共利益在实现的同时应兼顾
个人利益。此外，尽管税收具有风险
性，但相较于私法债权，其风险并不

费 503 元，公告费 600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
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直至执行完毕。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林华、郑瑞胜：本院受理林华申请执行（2014）安民初字第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汤原县人民法院
344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兴闽房评字[2016]
王学军：本院在执行申请人马化清与被执行人湖南君盛矿
第 00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市场价值为 1020800 元，现予公 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追加你为本案被执
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行人，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湘 0821 执 7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
新评估又不履行义务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日起十日内向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不履行的，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王洪英：本院受理原告于金熙诉被告王洪英赠与合同纠纷
刘姝杰：本院受理赵有富申请执行刘姝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黑 0804 执 91 号执行通知书、 案，申请人申请执行本院（2014）太民一初字第 00596 号民事判
报告财产令及（2016）黑 0804 执 91 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载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明：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本院（2015）前少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民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义务。执行裁定书载明：将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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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所 有 的 坐 落 于 佳 木 斯 市 前 进 区 和 平 社 区 、佳 前 字 第 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2003007887 号、建筑面积为 128.76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赵永军：本院受理刘淑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至于金熙名下。现通知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上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内 2501 执 31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述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产令、
（2016）内 2501 执 315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依法扣押了你史
[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
下蒙 BYE659 牌号尼桑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刘长河：本院受理兰淑英、沙魁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达。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申请人兰淑英、沙魁伟申请执行（2013）沾幸初字第 71 号民事判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人民法院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沾法执字第 43-2 号执行裁定
袁瑜：因你未履行（2015）青民二初字第 74 号判决书确定的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义务，申请人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沾河林区基层法院
我院已立案受理。现向你依法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和报
樊广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金龙与被执行人陈国峰、任 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为：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三
艳生、樊广志、天安保险公司黑河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纠纷执行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一、交纳本金及利息 30418000 元、违约金 300
一案，依法委托七台河市旭太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万元、担保费 69 万元、律师代理费 211290 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
对黑 ND4867 现代胜达越野车辆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利息。二、承担案件受理费 213396 元、保全费 5000 元、案件执行
达黑七旭车估字（2016）第 002 号旧机动车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 费 101938 元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根据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法律规定，将你纳入失信人名单，予以信用惩戒。同时将失信名
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 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执
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
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查封、扣押、冻结、扣划被执行人袁瑜人民币
闫文龙：本院在执行范乃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向你 34537686 元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财产。报
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 0828 执字第 240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通 告财产令的内容为，责令你们在收到此令后三日内，如实向本院
知书载明：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70 日内履行（2015）汤商 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
初字第 65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1）被告闫文龙于本判决 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
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欠款本息合计 28100 元。
（2）承担案件受理 充报告。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

送达执行文书

非法手段，故不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罪。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审理认为，被告人付某使用默认账户
admin 多次登录被害人公司计算机信息
系统获取存储的客户个人信息，获利 8
万余元，是同一行为同时触犯非法获取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应从一重罪处罚；被告人
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足虑。因为税收的保障措施众多，税务
机关可以进行税收保全、强制执行，强
制纳税人提供担保，进行预先征收，以
及对纳税人进行出入境限制等等。这些
措施具有强烈的公法属性，对于债务人
的威慑效果更为显著。因此，不论是公
益性理论还是风险性理论，都不足以充
分证明税收的绝对优先效力。相反，税
收的效力应当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
间、税收保障与交易安全之间寻求一个
平衡点，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同时保障个
人的合法权益。
2.纳税担保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为优
先权
从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担保试
行办法》 的规定来看，税务部门责成纳
税人提供纳税担保仅仅是将税收的债权
性质物权化，从现行法律规定得不出纳
税担保的效力必然优先于已登记的抵押
权的结论。
3.税务机关自身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
依据 《纳税担保试行办法》 第十三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23日（总第6700期）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朱志成、四川熠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行的贺骞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川 0107 执 22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已发生
法律效力的本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 499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执行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
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武侯执字第 3975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
（2014）武侯民初字第 487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
人履行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王超：本院执行的王勇、王玉平、王斌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7 执 31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
715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刘东元、杨素琼：本院受理杜双江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川 0104 执 1428 号执行通知
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履行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作出的
（2015）锦江民初字第 420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陶继光、唐冬梅、成都朝诚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
行中，本院依法对唐冬梅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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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如纳税担保人未如期缴纳税
款的，税务部门可冻结、划拨、扣押、
查封、拍卖、变卖其价值相当于所担保
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款、滞纳金的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如税务部门及
时采取措施，万锦化纤公司没有机会将
上述纳税担保的财产进行抵押。
4.过于强调纳税担保优先易造成交
易混乱
从民法的基本原理看，权利对于第
三人之对抗效力与权利之公示作用应相
伴而生。税收债权基于优先权对民事债
权产生的对抗效力的取得亦应遵循这一
原则，但是实务中，《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 第六十二条仅规定纳税担保
由纳税人、纳税担保人填写纳税担保
书、财产清单即可，这显然起不到公示
的作用，善意第三人很难知道抵押物上
是否设立其他权利，容易造成混乱，侵
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
院）

龙城大道 1 号“龙城一号”17 栋 2 单元 6 层 11 号房屋予以委托评
估，评估价为 128.85 万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四川通和土地
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川通房评报（2016）字第 025 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估价报
告有异议，自本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逾
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首次拍卖以评估价为
保留价。一拍流标则以一拍保留价的 80%为二拍的保留价。二拍
流标则以二拍保留价的 80%为三拍的保留价。现依法通知你们
尽快与我院执行局联系，否则视为你们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恒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宝升申请执
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市正德房地产土地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以东、安阳道以南碧水庄园三期
商住楼 29/30 号楼部分（共计 51 套）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正德
[2016]评字第 16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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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
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蒋玉环：本院受理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科支行诉蒋玉
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科
支行申请执行（2015）南民初字第 6690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津 0104 执 1465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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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赵亚军、王静静：本院受理任利和申请执行（2015）东民初字
第 52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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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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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王幼卿、王芳萍：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河东支行申请执行（2015）东民三初字第 27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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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一 案 一 议
[案情]

版

●

黄某某年幼丧母，6 岁时其
父与丁某再婚，黄某某随二人共
同生活。2014 年 10 月其父病故
后，
黄某某染上赌博恶习，
经常夜
不归宿，并且偷拿丁某的钱去赌
博。
丁某对黄某某无力管教，
经常
发生矛盾，无奈要求与已成年的
黄某某解除继母子关系。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继母子关系
基于继母与生父的婚姻关系产
生，如出现离婚或者配偶一方死
亡，
继母子关系当自行解除，
故法
院应支持丁某的诉讼请求。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某某自
年幼时起就与丁某共同生活，接
受丁某抚养教育，双方之间已形
成抚养事实。因抚养事实产生法

因长期抚养事实形成的
继母子关系能否解除
◇ 徐惠琴
律的拟制血亲关系，应比照与亲
生父母子女之间的血亲关系，一
旦形成不能解除。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
如下：
1.从成因上看，
黄某某与丁某
之间的继母子关系以继母与生父
之间缔结婚姻作为起点，
因继母对
年幼继子长期的抚养照料而形成。
生父与其子之间的血亲关系，
继母
与生父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双方继
母子关系的纽带。
继母子关系类似
于生母子关系，而不同于收养关
系。
继子接受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
系长期自然形成，
不能消除。
双方
之间既有姻亲关系，又有抚养关
系，不依赖于生父与继母的婚姻
关系，
不因生父死亡而自然解除。
2. 继 母 子 关 系 无 解 除 之 必
要。对照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
利义务，
丁某与已成年的黄某某之
间的权利义务包含两方面，
一是将
来丁某年迈，
黄某某对其应尽赡养
照料义务；
二是丁某去世后，
黄某
某享有对其遗产的继承权。
丁某要
割断与黄某某之间的关系，
可以放
弃要求黄某某赡养的权利，
并以遗
嘱形式剥脱黄某某的继承权，无
诉讼解除继母子关系之必要。
3.解除继母子关系的诉求无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
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能
否解除的批复》虽明确规定继父
母、子女一方起诉要求解除关系
的，
人民法院应当视具体情况作出
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
但该
批复已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被废
止。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
婚
姻法仅在第二十七条规定：
“继父
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间的权利和义务，
适用本法对父母
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生父母双
方离婚，
或者生父母一方死亡时，
子女与另一方的血亲关系并不解
除，法律亦不支持亲生父母与子
女之间解除血亲关系。
因此，
继母
与继子因长期抚养形成的拟制血
亲关系，
亦不能解除。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
人民法院）

许文静：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
行申请执行（2015）东民三初字第 26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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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冯定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
行申请执行（2015）东民三初字第 267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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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王春陆：本院受理执行陶自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云 0427 执 5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颜喜兵、韦佩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西盟佤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6)云 0829
执 2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新制砖设
备一组 7 台、推土机一台、变压器一台，且二被执行人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现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对涉案抵押物进行评
估、拍卖。
[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其

他

房 产 证 公 告 注 销 申 请 根 据 禄 劝 县 人 民 法 院（2016）云
0128 执第 36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被执行人申晓燕、王永君位
于禄劝县城秀河天苑小区 6 幢 A 型 3-102 号住房一套，房产
证号：20092889 号，已由禄劝县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归申请执
行人刘朝慧所有，按有关规定在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前应
对上述证书在公平媒体上公告注销。现申请贵报社予以公告
注销。附：
（2016）云 0128 执第 36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申请人：刘朝慧
二 0 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