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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解 析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之边界认定

公司监事要求登记机关撤销公司备案信息的审查与处理

——浙江义乌法院判决蒋某某、周某某诉某家庭农场、杨某某生命权纠纷案

——江苏淮安中院判决陆丽莉诉淮安市政府行政复议案

重 点 发 布
案情
二原告蒋某某、周某某系受害人蒋
某林父母。2015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因
受害人所在公司放假，受害人外出后失
联。经过报警并多方寻找，在被告某家
庭农场池塘内发现受害人尸体。经鉴
定，蒋某林系溺水死亡，尸体解剖表明
其血液中有大量酒精成分。后原、被告
调解无果。原告诉至法院，认为被告作
为经营性场所，应当履行相应的安全保
障义务，但被告未履行致使蒋某林在其
农场池塘内溺亡，原告请求被告某家庭
农场、杨某某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
483116 元。二被告则抗辩称受害人并
非其消费者，系在夜晚以越过溪水、翻
爬堤岸的非法形式在醉酒后进入被告农
场的，并推测受害人进入的目的是偷窃
农场橘子，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经营性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合理的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结合本案案情，蒋某林应对其死亡
承担主要责任，第一被告应承担与其过
失程度相适应的责任，因原告未提供证
据证明第二被告实际投资或参与经营该
农场，原告要求第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于法无据。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及
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被告某家庭农场
赔偿原告蒋某某、周某某各项费用计人
民币 10 万元 （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扣
除已支付的 2 万元，第一被告尚应支付
二原告 8 万元。

裁判要旨
安全保障义务仅在防范危险的义务是合理且可能的情况下才被课
加于行为人，不能畸求不合理的高度防免义务。但若经营者先前的经
营行为增加了场地的危险性，
而未采取合理措施消除或警示风险时，
应
认定经营者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
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在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制度中，有
关法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限度及
判断标准等未有明确，经常存在适用难
题。
1.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及法理
基础
安全保障义务中的义务主体主要分
为两类：经营活动者和社会活动者。上
述两类主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对相关
场所均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这就要求
其担负起确保场所内不发生失控而形成
危害的社会责任。失控表现为对具有危
害公共安全的隐患向现实危险之转换，
或是对已成为并正延续或发展着的现实
危险丧失必要的遏制力，而要求相对人
觉察并自行躲避陌生区域里的危险既非
易事，亦不合理。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
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比较紧密
的关联，正是由于他们存在这么一种较
陌生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安全保障
义务才有存在的条件。只要是某一危险
源的开启者或者控制者，就应该负有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
安全保障义务。判断安全保障义务中义
务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否已经建立起了
紧密联系，可基于以下两点把握：第
一，这种联系建立的前提必须相对人进

以不动产抵偿债务的仲裁调解书能否引起物权变动的效力

法 案 精 要
案情
河南爱芙帝公司、焦作市胜大公司
与河南省磐固公司达成 300 万元还款协
议 ，该 协 议 经 河 南 省 博 爱 县 公 证 处
（2012）博证经字第 19 号公证书，赋予其
强制执行效力。磐固公司未按约定履行
还款义务，爱芙帝公司、胜大公司申请强
制执行。博爱县法院裁定查封磐固公司
的厂房和机器设备。
2012 年 6 月 27 日，焦作仲裁委员会
受理了银河公司的仲裁申请。仲裁过程
中，磐固公司、银河公司于同年 8 月 17
日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磐固公司以其
390.3174 万元无争议固定资产等抵偿
所欠银河公司的债务。次日，磐固公司
将其厂房、机器设备移交于银河公司。
焦作仲裁委员会作出调解书，对 8 月 17
日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银河公司以其是执行标的（设定抵押
的除外）的所有权人为由向法院提出书面
异议。同年 10 月 23 日，
博爱县法院裁定
中止对被告磐固公司所有的厂房和机器
设备的执行。同年 11 月 5 日，爱芙帝公
司、
胜大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
1.依法确认博爱县人民法院（2012）博执
字第 37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的财产
的所有权归被告磐固公司；
2.确认原告申
请执行被告磐固公司的财产继续执行。

裁判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被告磐固公司将本案诉争财产抵偿

到安全保障义务人管控的区域范围之
内。第二，这种联系建立与否不应受到
相对人进入安全保障义务人管控区域范
围主观意图的影响。
2.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及边界
判断义务主体是否尽到了合理限度
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从以下三个角
度予以把握和判断：（1） 安全保障义务
人的保障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即凡
是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行为规范有明确规
定的，义务人应严格遵照有关规定行
事。（2）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保障行为是
否达到了同类经营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
从业者现阶段所应当达到的通常程度。
（3） 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是否达到作为
一个理性、审慎、善良的人所应达到的
合理注意程度。需要注意的是， 安全
保障义务仅在防范危险的义务是合理的
且可能的情况下才被课加于行为人，
不能畸求不合理的高度防免义务， 因
而并不要求确保危险被完全消除。也就
是说， 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要求达到绝
对地保障不出现任何损害结果的程
度， 仅要求采取可能且合理的防范措
施， 例如， 不可能要求饭店、宾馆设
置像机场那样的安检设施以保障顾客安
全，这样的安检措施会给顾客造成过度
的不便， 也会给经营者以沉重的负
担， 而其所能起到的减免损害的作用
却与此不成比例。另外， 安全保障义
务的内容还必须是公众可信赖并可期待

的， 在欠缺信赖与期待可能的情况
下， 当事人自己必须认识到危险的存
在并确保自己的安全， 而不能要求他
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例如， 在夜间
不可能信赖并期待土地所有权人还清扫
积雪， 也不能期待在荒山野岭有照明
设施。
具体到本案中，从第一被告在庭审
中自述的农场投资目的及运营方式可
知，该农场系经营性和营利性场所，故
第一被告应对其经营农场范围内的设备
设施及场所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且该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象应
包括进入其经营场所的所有人。第一被
告在事发池塘中种植荷花等观赏性植物
及在池塘周边铺设了鹅卵石小道的行为
客观上改变了池塘的现状。从现场照片
可见，鹅卵石道路与池塘水面基本齐
平，具有一定的亲水性，加大了进入农
场人员靠近池塘的概率，但池塘与道路
之间既未设置任何防护设施，亦未设置
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语。第一被告的经营
行为增加了该池塘的危险性，但未采取
合理的措施消除或警示风险，其对经营
场所未尽到作为一个理性、审慎、善良
的人所应达到的合理注意程度，应认定
其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应承担
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
受害人蒋某林事发时已年满 18 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醉酒会导
致人的身体行动及大脑判断能力受限具
有充分的认知，但其明知醉酒的后果，
仍放任自己进入醉酒的状态后，在视线
不佳的晚上进入第一被告农场中，最终
发生事故溺亡，其自身对该损害结果的
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本案案号：（2016） 浙0782民初852
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
院 张 凯

——河南焦作中院判决爱芙帝公司等诉银河公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裁判要旨
以不动产抵偿债务的仲裁调解书，并非具有直接变动当事人之
间既存物权法律关系效力的功能，涉案不动产未依法办理物权转让
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给被告银河公司，焦作仲裁委员会作出
的调解书，对二被告达成的以物抵债调
解协议予以确认，
但是，
法律未明确规定
仲裁调解书可以引起物权变动效力，故
诉争财产中的不动产未办理登记，不发
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被告银河公司未取
得诉争财产中不动产的所有权，诉争财
产中不动产的所有权仍归被告磐固公司
享有，对该部分财产应予许可执行。同
时，诉争财产中除不动产之外的其他财
产，已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对该部分财
产不应许可执行。判决：
1.本院（2012）博
执字第 37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归被告磐固公司享有；
2.对
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财产许可执行。
宣判后，被告银河公司不服，
提起上
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物权变动从发生原因来看，
大致可以
分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和基于
法律规定、
法院判决、
公用征收、
继承等法

送达裁判文书
吴世荣、杨晓萍：本院对原告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与被告吴世荣、杨晓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朝民（商）初字第 1275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莫道民：本院对原告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与
被告莫道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朝民（商）初字第 127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李克凤（身份证号 421003195701250522）：本院受理原告
郑文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京 0114 民初 51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克凤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郑文全借款本金三十万元；二、被告
李克凤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郑文全逾期利息损失
（以三十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起至实际付清日
止，按年利率 6%计算）；三、驳回原告郑文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五千八百元及公告费（以票据为准），由被告李克凤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徐俊国（身份证号：220323196601153950）：本院受理原告
郑文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如下：一、
被告徐俊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郑文全借款二百二
十万元；二、被告徐俊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文全
以二百二十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付清之日
止，按年百分之六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郑文全的其
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 0114 民初 197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
对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
包括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
不
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动
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
力，
需经登记或交付，
才能发生物权变动
的效力。而对于因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
引起的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
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
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
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
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
生效力”的规定，
不经登记或交付，
可以
直接生效。因为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
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的
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是依据公法
进行的变动，
因公权力的介入，
物权变动
本身具有很强的公示性，能够满足物权
变动对排他效力的要求。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
是否就可以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
者消灭。一般认为，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
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
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
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
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
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
律文书，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
书可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
即具有直接变动当事人之间既存物权法
律关系效力的形成法律文书。
本案中，被告磐固公司将本案诉争
财产抵偿给被告银河公司，焦作仲裁委
员会作出调解书，对二被告达成的以物
抵债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但是，
该仲裁调
解书并非具有直接变动当事人之间既存
物权法律关系效力的功能，不符合物权
法第九条的规定，
故原、被告诉争财产中
的不动产未办理物权转让登记，不发生
物权变动的效力，被告银河公司未取得
诉争财产中不动产的所有权，诉争财产
中不动产的所有权仍归被告磐固公司享
有，
对该部分财产应予许可执行。同时，
诉争财产中除不动产之外的其他财产，
因交付，
已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对该部
分财产不应许可执行。
本案案号：
（2012）博民初字第 284
号，（2015）焦民二终字第 00087 号
案例编写人：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 刘建章 杨爱国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陈修华、宋朋、孙殿超、李虎、刘真、谭志普、程翠云：本院受
理原告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人民法院报2016年9月22日（总第6789期）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曹务波：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强静延与被申请人曹务波、山东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
送达破产文书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6 月 8 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 0116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刘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民破 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市江津区朝禄机械有限公
原、被告离婚；婚生子随原告生活，被告每月支付生活费800元，教
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年8月2日，作出《决定书》，指定重庆红岩律
育费、医疗费产生后凭据各承担50%），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师事务所担任重庆市江津区朝禄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请各位债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权人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之前，向重庆市江津区朝禄机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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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管理人（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1号中华广场十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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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代清；联系电话：13908374276、63626548；邮编 400014）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阳法庭开庭
申报债权。并定于2016年11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江津区人民法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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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
会议，参会时应提交身份证明；委托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
10617号原告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国家工商行政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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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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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陈欣宇：本院受理原告周宝英诉被告陈雪明、被告江苏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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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陈欣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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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京 01 民初 6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院第三审判区第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公司无正当理
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区 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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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伟、刘洁：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王于锁：本院受理的（2016）最高法民终579号上诉人柳林县振富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
合议
煤焦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赵峰，原审被告山西振富能源集团有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
限公司、山西紫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王于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并定于举证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 期满后次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 告

裁判要旨
公司监事以公司对委派、聘用或选举其为公司监事不知
情、不认可，并以此为由要求变更或撤销关于该监事的备案，
因登记机关公开的备案信息与申请备案事项相一致，本质上
是其与备案申请人之间存在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行为
加以解决。
案情
2009年8月，
案外人朱少林申请
设立力拓公司，
其提交的材料中包含
公司董事、监事的姓名、住所文件以
及委托证明材料，
公司经依法设立后
领取了营业执照。陆丽莉作为公司
监事的信息亦为登记机关作为备案
信息予以公开（可于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陆丽莉与案外人
朱少林 2009 年 10 月 26 日办理结婚
登记，
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办理离婚登
记。陆丽莉认为委派其为公司监事
未经其同意，
其本人亦不知情，
在知
晓后即于 2016 年 1 月向淮安市人民
政府申请复议，
请求撤销淮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其为公司监事的登
记。2016年4月，
行政复议机关以不
符合复议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
请。陆丽莉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
请
求撤销复议决定。

裁判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力拓公司委派陆丽莉为
公司监事并不需要登记机关的核准
同意，该事项亦不属于登记机关进
行公司登记的事项。原告陆丽莉作
为公司监事的信息是一种备案信
息，该备案信息与力拓公司申请设
立时提交的证明材料相一致。原告
如果要求变更该备案信息，应通过
公司行为加以实现。原告陆丽莉对
其被委派为力拓公司监事这一事项
不认可，本质上是陆丽莉与力拓公
司之间存在争议，该争议不属于行
政诉讼审查的范围。被告作出的驳
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并无不当，
故判决驳回原告陆丽莉的诉讼请
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
上诉，
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公司监事不属于公司登记事
项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
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根据行政许
可法的规定可以设立行政许可。公
司的设立登记是将本应拥有但被国
家禁止的自由和权力予以恢复。公
司经依法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公司
设立登记行为本质上属于一般性的
行政许可。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司的名称、住
所、法人姓名、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姓名或者名称等事项属于公司的登
记事项。从有关公司的法律、法规
规定来看，公司的监事事项并不属
于公司登记事项，监事的任职无需
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就本案而
言，陆丽莉作为公司监事的任职事
项，
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
无需工商
行政机关核准登记。
2.公司监事信息属于公司备案
事项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
定，无论是设立有限公司还是股份

詹海欧、刘媛：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海亮、汤莉丽：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滕赛华、徐锦铭：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李有祥、周雪南：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薄人久、高凤华：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公司，均应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载
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姓名、住
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
聘用的证明的文件。公司董事、监
事、经理发生变动的，
应当向原公司
登记机关备案。因此，
公司的董事、
监 事 、经 理 的 信 息 是 一 种 备 案 信
息。在公司设立登记中，
董事、监事
和经理的任职文件是公司设立登记
必须提交的文件，缺少该文件材料
便不能取得设立登记。公司经设立
登记后，该文件材料的信息实际上
转为公司的备案信息，由公司登记
机关按照规定进行公开。若公司的
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更，意味着
现在的信息与已经备案不一致，公
司应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备
案。就本案而言，陆丽莉作为公司
监事的任职信息，虽是设立登记时
提交，
但在公司设立登记后，
关于监
事的信息成为公司的备案信息，由
公司登记机关按照规定予以公开，
可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
3.公司备案行为一般为可诉行
政行为
行政机关的备案行为具有行政
确认的属性，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会产生实际影响，已被纳入行政诉
讼的受案范围。登记机关公开的备
案信息应与申请备案的事项相一
致。若登记机关公开的备案信息与
申请备案的信息不一致，备案申请
人或备案关系人（董事、监事等）可
以要求登记机关予以更正，若登记
机关拒绝更正或不予答复，因此提
起 行 政 诉 讼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予 受
理。当然，对登记机关的备案行为
可以起诉，其前提仅限于登记机关
公开的备案信息应与申请备案的事
项不一致的情况。当事人并不能以
公司股东会召开不合法、形成的决
议无效等据此要求公司登记机关撤
销相关备案内容。
4.基于民事上的争议而要求撤
销或变更备案内容不可诉
在公司登记机关公开的备案信
息与公司申请备案事项内容一致的
情况下，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以其
对公司委派、聘用和选举为公司董
事、监事、经理不知情、不认可，
并以
此为由要求变更或撤销该备案事
项，本质上是其与备案申请人之间
存在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的
途径由公司行为加以实现。当事人
据此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
其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申请受理条
件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本案而
言，工商机关公开的备案事项与申
请备案事项一致，陆丽莉实质上是
与力拓公司就监事的任职存在争
议。该争议本质上是民事争议，可
以通过民事诉讼以公司行为加以解
决，
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本案案号：
（2016）苏 08 行 初
38 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 王伏刚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张定煌：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新华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刘宣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你偿还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判令对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判令你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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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与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北区）6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陈献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你偿还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判令对抵押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判令你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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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与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北区）6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中通科禹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我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宣武支公司与被告北京中通
科禹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保险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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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