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2018 年 5 月 17 日 星期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法官说法

■实习编辑 李 媛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WWW.RMFYB.COM

■热线电话：
（010）67550705
■电子信箱：fgsf@rmfyb.cn

利用职务便利秘密窃取财物行为的性质
今 日 聚 焦

●

◇ 涂俊峰 李 磊

【不同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杨利坤
不是被害单位员工，其同伙卢建强不是
案发当晚值班仓管员，二人秘密窃取公
司财物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利坤的
同案犯卢建强虽然是被害单位的仓管员
工，但在窃取公司财物的当晚并非值班
仓管员，并无看管公司财物的职责。因
此，卢建强与杨利坤并非利用卢建强职
务上的便利窃取公司财物，而只是利用
了其工作的便利、熟悉作案环境等条
件，故二人的行为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不能构成公诉机关指控的职务
侵占罪。被告人杨利坤等人构成盗窃
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当，法院应该
予以纠正为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利坤
的同伙卢建强作为公司的仓管员，合
法保管公司仓库里的财物，即以合法
的方式，取得对他人财物的暂时占有
权，但无处分权。之后，卢建强伙同
杨利坤将公司的财物运送到外地的亲
戚家存放，二人的犯罪行为系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公司财
物非法据为己有，对财物行使事实上
的控制或支配，包括转移存放在自己
家中或行为人能够控制的其他地方，
已经构成了侵占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利坤的
同伙卢建强与案发当天值班员荣国勇均
是被害单位的仓管员，平时轮流值班看
管仓库。案发期间，荣国勇在厂居
住，被告人卢建强相对自由，不固定
值班，但其作案成功主要是利用了工
作之便和用钥匙打开公司仓库卷闸
门。因此，被告人卢建强伙同杨利坤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看管的公
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构成职
务侵占罪。被告人在作案过程中故意
剪断外门锁伪造外人盗窃的假象，并
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不影响其之前
作案的定性。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手
段、危害结果等因素，根据罪刑相适应
原则，被告人构成职务侵占罪。

析 疑 断 案

2012 年 10 月 5 日 18 时许，深圳
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永信泰商贸有限公
司仓管员卢建强（已判决）伙同被告人
杨利坤来到该公司位于沙井街道博岗
村岗背路 5 号的仓库，利用当天仓库
值班员荣国勇外出之机，用自己使用
的仓库钥匙打开门，被告人杨利坤负
责望风。二人将仓库内的焊锡装上司
机江某的货车，运送至佛山市高明区
卢建强一亲戚处寄存。2012 年 10 月
31 日，公安机关抓获卢建强，并根据

利用职务便利秘密窃取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
在财物丢失的案件中，不能因为案
件发生在夜晚、被人秘密窃取等外在表
现，就简单地将案件认定为盗窃罪，而
是必须全面考察案件事实，对比相关罪
名的法律内涵，分析被告人犯罪的主观
要件与客观要件，认真研究案件的定性
问题。本案就是这样一起值班管理员
外出后仓库脱离监管，行为人趁机窃取
财物的案件。一审时审判人员也曾提
出过构成盗窃罪的意见，但要紧紧抓住
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为争议的案件作出明确的
定性。就本案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秘
密窃取财物的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
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以法律为准绳，对比分析职务
侵占罪与盗窃罪、
侵占罪的异同
首先，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都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都侵犯公私财产权
利。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职务
侵占罪侵犯的对象只能是公司、企业或
其他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侵犯的可以
是任何公私财物。其二，职务侵占罪只
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行为方式
包括窃取、骗取、侵吞等多种；而盗窃罪
的实施与职务无关，行为方式只能是窃
取。其三，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特殊主
体，即限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
工作人员；而盗窃罪是一般主体。
其次，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同属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公私财产权利的

●

2013 年 12 月 20 日，姜某向杨某
借款 15 万元，并由周某提供担保，借
条上未约定利息。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姜某按月利率 1.5%
的标准，合计向杨某支付利息 61450
元。杨某诉至法院，请求姜某归还借
款并支付利息，周某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姜某无异议，周某表
示对利息支付不知情，也不同意支付
利息，此行为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应
相应予以扣减。

【分歧】
对已付利息部分如何处理，存
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已支付利息
部分对保证人周某无任何影响，其
应对借款人姜某所借 15 万元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其供述缴获了被盗焊锡。2016 年 10
月 6 日，被告人杨利坤到派出所投案
自首。经鉴定，被盗焊锡共价值人民
币 746680 元。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
被告人杨利坤的同伙卢建强
不是当晚值班仓管员，
只是利用了工作
便利条件，
杨利坤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
构成盗窃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并

犯罪，二者的区别在于：其一，职务侵占
罪侵犯的对象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
的财物，而侵占罪侵犯的是代为保管的
他人财物以及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
其二，职务侵占罪只能是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实施，
而侵占罪的实施与职务无关，
行为方式只是将自己合法持有的财物，
据为己有，
拒不交出。其三，
职务侵占罪
的主体是特殊主体，而侵占罪是一般主
体。其四，
必须要清楚的是，
职务侵占罪
名的“侵占”与侵占罪的“侵占”，具有完
全不同的含义。职务侵占罪中的“侵占”
是非法占有的意思，并不以合法持有为
前提，含义更加广泛；而侵占罪中的“侵
占”
是狭义的，
仅指非法占有本人业已合
法持有的财物。
在本案中，对比分析不同罪名的内
涵可知：被告人利用了职务便利，其“侵
占”
是非法占有的意思，
而不是非法占有
本人业已合法持有的财物。
（二）以事实为依据，分析被告人行
为的本质属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务侵占罪与
盗窃罪、侵占罪均有部分相似或重叠之
处，
但更多的还是不同，
尤其是侵犯的客
体与客观方面具有某些鲜明的差异。在
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或辩护人提出不
同定罪意见时，审判人员必须抓住案件
的关键问题，
即从客观证据着手，
考察被
告人行为的本质属性。
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要理清争议

问题，只能从被告人犯罪的客观方面来
评判，
即被告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自己在职务上主管、经手或者管理的
单位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根据通说，
职
务上的便利，
是指本人的职权范围内，
或
者因执行职务而产生的主管、经手、管理
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主管财物，主要
指领导人员在职务上具有对单位财物的
购置、调配、流向等决定权力；
经手财物，
主要指因执行职务而领取、使用、支配单
位的财物等权力；
管理财物，
主要是指对
单位财物的保管与管理，例如仓库保管
员对单位物资的管理等。故此，只有因
行为人的职务关系而主管、经手、管理公
司财物，才能为侵占公司财物提供便利
条件；
如果只是利用在本公司工作，
熟悉
作案环境等条件，不能视为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
在本案中，由于被告人杨利坤与卢
建强合伙作案，
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杨
利坤负责望风，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故
全案的行为性质取决于主犯即同案被告
人卢建强的行为性质。一审法院在第一
次审理杨利坤案过程中，未顾及对同案
犯卢建强的在先判决，迳自又作出了盗
窃的认定，即认为卢建强在盗窃当晚并
非值班仓管员，其并非利用职务的便利
窃取公司财物，而只是利用了工作的便
利条件，故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这种观
点没有准确把握卢建强对于职务的利用
程度，完全忽略了职务带给其的便利。

一 案 一 议

第二种观点认为，借贷双方在借
贷时未约定利息，在借贷后实际支付
1.5%的月息，而保证人既不知情，也
未经其同意，从结果而言加重了债
务。保证人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
任，已付的利息对保证人而言应视为
归还本金，确定保证责任范围时应予
以扣除。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债务加重违背保证人的保证意
愿。在本案中，出借人、借款人、保证人
形成的合意是保证人为借款人 15 万元
的借款提供保证。形成合意的过程中，
作为出借人对保证人是否具有保证能
力，在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时保证人能
否代替借款人进行偿还存在一个考量过
程。而借款人提供保证人时，其所提供
的保证人是否具有保证能力亦存在考
量。保证人是否愿意为借款提供保证，

并作出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 ，也有考
量。上述考量的基础和底线就是借款本
金 15 万元。尤其是保证人，正是基于其
对借款人具有归还 15 万元借款本金能
力的信任和自身具有代偿该款能力的考
虑，遂作出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
人如果对借款需要按照月利率 1.5%的
标准支付利息的情况知情，亦或保证的
对 象 为 借 款 本 金 15 万 元 及 按 月 利 率
1.5% 的标准支付利息，则保证人不会作
出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在保证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出借人支付利息的
行为，已经违背保证人作出保证真实意
思的基础，
违背保证人的保证意愿。
2. 债 务 加 重 违 背 诚 实 信 用 原 则 。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
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自愿和诚实
信用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
调整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石。诚实信用
原则，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遵循诚实商
人和诚实劳动者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

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
己的利益。本案借款人追求借款利益
的 条 件 有 二，一 是 向 出 借人提供保证
人；二是向出借人支付借款利息；第二
条是隐含条件，未向保证人明示。上述
条件有一条未满足，其借款目的即不能
达成。出于追求借款利益，其未诚实告
知保证人该借款需要向出借人支付利
息。而出借人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为使保证达成和履行亦违背了诚实信
用原则。保证人在合同中处于一个相
对善意的地位，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涉及其求偿权能否实现。作为保证合
同的相对人，在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下，
具有如实积极告知保证人其知道或应
当知道的债务人的资产、信用等情形的
义务。
3.借贷双方存在串通可能。在债
务人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
为了能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债权，可
以通过无息借款事后约定利息，低息

卢建强虽然并非当晚值班人员，但正
是利用其担任仓库管理员的职务便
利，
用公司配发的钥匙打开仓库门，
才
能将仓库内的财物装上货车运送至亲
戚处寄存。
从事实证据方面进行客观分析，
能够全面衡量被告人具体行为违反了
什么禁止性规定，从而准确把握其犯
罪构成要件，避免陷入经验主义或教
条主义的误区，先入为主地将秘密窃
取的行为简单地认定为盗窃。
（三）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对被
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
除了上述事实与法律的两个方
面，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分析，也
可以对被告人的行为性质作出认
定。本案被告人制造了人为盗窃的
假象，有观点曾认为被告人符合盗窃
罪的要件，但仔细从被告人的主观方
面与客观方面分析，可以得出：伪造
盗窃假象不影响其利用职务之便窃
取公司财物的事实，不影响其职务侵
占罪的认定。
职务侵占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
意，
即明知是本单位所有的财物，
而希
望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为己有；该罪
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将自己在职务上经手或管理的单
位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因此，
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分析，完全可
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
罪，
而非盗窃罪或侵占罪。
一方面，
以卢建强为代表，
在主观
方面明显为直接故意，
即明知仓库里的
货物是其公司所有的财物，
而希望利用
自己担任仓管员的职务之便非法占为
己有。另一方面，
被告人客观方面确实
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被告人 24 小
时对货物有保管职责，
能够成功窃取物
品的根本原因是其持有公司仓库的钥
匙，
即利用职务便利；
被告人与受害单
位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从被告人
侵犯的对象看其窃取的是保管权利内
的公司财产。因此，
被告人卢建强主观
上明知是公司财物，
客观上在窃取物品
时利用了公司为其配发了钥匙的职务
便利，
打开仓库才将货物搬上车，
被告
人制造盗窃的假象不影响其利用职务
之便窃取公司财物的事实。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借款事后约定高息等等，通过扩
大债务范围，将债务人已履行部
分融入到增加的债务范围内，若
机械适用“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
不承担保证责任”规定，则保证
人仍然对原约定的债务承担保证
责任。
法律不允许靠损害他人利益和
社会利益以获得利益。如果借款人
在保证人未知情情况下支付给出借
人的利息不予以扣除，对于本案保
证人而言，则其善意人的利益受到
损害；对于本案出借人而言，则其
违背诚实信用，并获取利益。因此
本案借款人所支付的利息，在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予以扣除，才符
合合同形成时的合意，符合市场道
德秩序，对社会正向价值观具有引
领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省江山市人
民法院）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合肥路 213 号 3 楼第 2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科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穆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安之
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康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长峰鸿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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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
上海柘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谢连弟、
林丽萍、
郑诗荣、
谢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陈霖、
黄兰花、
王炜、
李秋菊、
廖建芳、
袁林乐、
郑慧霞、
袁灿良、
袁灿涛：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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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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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
审判。
[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月19日下午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合肥路213号3楼第2法庭
滨州瑞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无锡帝科电子材料科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滨州瑞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凯里市广正运输有限公司、曹志才、贵州惠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本院受理新疆广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现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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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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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在公告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19日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午9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3288号西漕大楼第十四法庭公开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判。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陈伟平、谢彬芳、孙月丽：本院受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
马琳琰、赵佳桦：本院受理原告华晨光诉马琳琰、赵佳桦民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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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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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6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月 6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西漕第十九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洛社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白二飞、廖良剑、李云峰、牛小江、任毛仁、邢钢、张文彬、宋
决。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蓬真、周美玲：本院受理新疆广汇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
上海科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穆岭实业有限公司、上海
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安之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康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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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鸿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柘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谢连弟、林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丽萍、郑诗荣、谢陈霖、黄兰花、王炜、李秋菊、廖建芳、袁林乐、郑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
慧霞、袁灿良、袁灿涛：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高中路 3288 号西漕大楼第十九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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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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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滔、胡桂海、刘明聚、朱广明：本院受理汇通信诚租赁有限

公 告

版

●

【案情】

主债务加重情形下保证责任范围的认定

市泰华航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
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提
申请人连云港水平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4 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7 日内
月24日补正）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 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60
申请人是“水平 7”轮船舶所有人，该轮总吨 490，从事中国港口之 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
间的运输。2017年8月23日，正常锚泊的“水平7”轮在“天鸽”台风 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
中被其他船舶碰撞并被勾连漂移，最终擦碰磨刀门大桥桥墩，桥 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
方声称桥梁受损，并提出索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 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谭学文；联
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可以在法院 系电话：020-34063816；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863 号。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及《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规定，该轮的海事赔偿
丁振东、程杨婕：本院受理原告周本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限额为 83，500 特别提款权。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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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知、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对申请人连云港水平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海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黟县人民法院
之次日起 60 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温裕彬、刘冰：本院受理原告甘少雄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
案（2018）粤 0306 民初 3489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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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谭学文；联系电话：020-34063816；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
区南洲路863号。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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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惠州市泰华航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4 月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7月31日9时15分在本院C栋三楼速裁审
24 日补正）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
判一庭开庭，于开庭前15分钟在开庭地点进行证据交换。请依法出
申请人是“泰华航 8668”轮船舶所有人，该轮总吨 2850，从事中
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国港口之间的运输。2017 年 8 月 23 日，正常锚泊的“泰华航
朱蕾：本院受理原告王天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8668”轮在“天鸽”台风中被多艘船舶碰撞并被勾连漂移，最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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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艘船舶裹挟触碰磨刀门大桥桥墩，桥方声称桥梁受损，并提出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
索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条规定，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可以在法院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
延）在肇州县人民法院丰乐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条及《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
缺席判决。
[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法院
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规定，该轮的海事赔偿限额为 279，725 特
王军、王江萍：本院受理的原告常州庄金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别提款权。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与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惠州

送达海事文书

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后，被告人杨利坤不服,上诉
称，其与卢建强系共同犯罪，作案成功
主要是利用了卢建强工作之便和用钥
匙打开公司仓库卷闸门，
应构成职务侵
占罪。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宝安区人民法
院重新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杨利坤与同
伙利用职务便利才能取走公司财物，
构
成职务侵占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两
个月。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回应】

◇ 林 肖
【案情】

【案情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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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5 日 21 时许，被
告人李某来到网吧，见张某和王
某在相邻座位上网，二人中间桌
上放有一部手机。22 时许，李某
见王某下机离去，
“ 误以为”其将
手机落下，趁人不备将手机“捡”
走。该手机实为张某所有，经鉴
定价值为 2250 元。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主观上
误认为手机是遗忘物，现无法否
认李某主观上的认识，根据主客
观相统一的原则，李某的行为应
以侵占罪论处。
另一意见认为，李某误认为
手机是遗忘物，仅是其主观上的
一种辩解，这种辩解不具备常识
常情常理性，可以推定李某系明
知为他人财物而非法据为己有，
成立盗窃罪。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认定犯
罪的一项重要原则，必须坚持，

“误认为”系他人遗忘
物而“捡”走构成何罪
◇ 周玉玲 高蕴嶙

否则就会犯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
的错误。抽象事实认识错误，是
指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与客观
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分别属于不
同种构成要件的事实，它有两种
类型：一是主观欲犯轻罪而客观
犯了重罪；二是主观欲犯重罪而
客观犯了轻罪。
本 案 看 似 符合行为人主观
欲犯轻罪而客观犯了重罪的情
形，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应以侵占罪论处，但是，抽象事
实认识错误中行为人欲犯轻罪
是一种确证，排除其他可能。行
为人的“主观欲”作为人的一种
心理活动，虽然当前科学技术水
平暂时无法将其客观再现，但是
我们仍可以通过客观事实来推
定行为人的主观。客观事实推
定就是法官在诉讼活动中结合
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认定犯
罪事实的规则，即根据社会一般
常识和经验法则由某一事实的
存在推定另一未知事实。本案
发生在网吧这样的封闭空间，即
便手机系王某所有并被王某遗
忘在网吧，该手机应转由网吧占
有，而非无人占有的遗忘物，这
是常理，故李某的“主观误认为”
不合情理；况且王某离去后，手
机旁边还坐有张某，李某根本无
法排除手机系张某所有的可能，
故李某的“误认为”达不到欲犯
轻罪的确证。
综 上，根 据本案的 案发空
间、案发时手机的具体位置等事
实，可以推定李某的“误认为”
不合情理，仅是其为减轻罪责的
一种辩解，对其应以盗窃罪论
处。
（ 作者单位：重庆市长寿区
人民法院 南岸区人民检察院）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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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杨高中路 3288 号西漕大楼第十九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龚佑成：本院受理原告罗建军诉四川省泸州市长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选择签定机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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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周根海：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学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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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高国祥、
陈美红、
梁祥军：
本院受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诉你们（2015）嘉秀商初字第48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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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要求被告高国祥、
陈美红归还
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复利、罚息，被告梁祥军承担连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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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15年11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孙木根（310228195711073816）：本院受理原告嘉善浙东塑料管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孙木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5）嘉善商初字第735
号]，
原告诉请你支付货款6848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7000元，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