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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本院根据李洪河、黄永长、王运波的申请于2018年3月23日裁定受理
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
为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26日前向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南京路应天国际广场A座十二楼；联系人：刘
广勋；电话：15617087766；邮编：4760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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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城日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1月19日，本院根据戴建珍的申请裁定受理宜兴金光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审理中,管理人委托中介机构
对金光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因金光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相关
人员配合破产清算，管理人未能接管金光公司的财务资料，故财务审计最终
未能进行。金光公司整体资产前期已由本院执行局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成交，成交价为5232290元。另金光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确认的债权表初步核定：债权总额为44875934.38元。其中：对债务人特定财
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金额为1263645.6元；税务债权624598.4元；无财产担
保债权金额为42987690.54元；职工债权2205981.79元。金光公司现无其
他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本院认为,金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裁定宣告宜兴金光电子
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1日裁定
受理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淮安市淮安区副食
杂品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司管理人。淮安市淮安区副

食杂品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淮安区胯下北街8号院内；邮政编码：223200；联
系人：高戈；联系电话：13815450181、0517-8593548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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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淮安市淮安区副食杂品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首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14时30分在淮安市淮安区
北门大街627号院内（原淮城镇新城居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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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的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淮安市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1日裁
定受理淮安市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淮安市淮安区
化工轻工总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淮安市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管理人。淮安市
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淮安市淮安区
化工轻工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淮安区古枚里街22号院内；邮政编
码：223200；联系人：袁新平；联系电话：1595230752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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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安市淮安市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淮安市淮安区化工轻工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首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2018年9月12日14时30分在淮
安市淮安区北门大街627号院内（原淮城镇新城居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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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的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的申请于2018年6月21日裁定受理淮
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破产清算
组为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管理人。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向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淮安区双刀
刘巷49号院内；邮政编码：223200；联系人：冯艳东；联系电话：13813322986）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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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淮安市渠北农机修配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首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14时30分在淮安市淮安区北门大街
627号院内（原淮城镇新城居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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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的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淮安市淮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的申请于2018年6月21日
裁定受理淮安市淮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淮安市淮
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破产清算组为淮安市淮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管理人。淮
安市淮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淮安市
淮安区物资贸易中心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淮安区古枚里街22号院
内；邮政编码：223200；联系人：袁新平；联系电话：15952307521）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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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安市淮安区
物资贸易中心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淮安市淮安区物资贸易

中心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首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
2018年9月11日14时30分在淮安市淮安区北门大街627号院内（原淮
城镇新城居委会）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的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市鹏光加油站的申请于2017年12月4日裁定受理沈阳
隆迪粮食制品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2月21日指定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担任沈阳隆迪
粮食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为许胜锋。本院于2018年6月8日
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对沈阳隆迪粮食制品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与辉山乳业
（中国）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共计108家企业协调审理。本院定于2018年7
月10日上午9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以网络形式召开沈阳隆迪粮食制品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的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请在
2018年7月4日前将上述材料及信息报送至管理人（通信地址：沈阳市沈北
新区太阳街7号沈北新区信访局一楼，邮政编码：110121，联系人：汪洋、武学
谦，联系电话：024-89689811、18810697991、18792011585）并领取参加
债权人会议的账号密码。债权人需妥善保管账号密码，提前登陆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进入网上服务→债权人会议模块进行测试，并查看会议
相关文档。会议召开时，债权人需凭账号密码点击进入债权人会议，通过网络
方式准时参加会议。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吉林省隆源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月
8日裁定受理沈阳绿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担任沈阳绿美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为许胜锋。本院于2018年6月8日根据
管理人的申请，对沈阳绿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与辉山乳业（中国）

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共计108家企业协调审理。本院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
午9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以网络形
式召开沈阳绿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请在2018年7月4日前将上述材料及信息报送至管理人（通信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太阳街7号沈北新区信访局一楼，邮政编码：110121，联
系人：汪洋、武学谦，联系电话：024- 89689811、18810697991、
18792011585）并领取参加债权人会议的账号密码。债权人需妥善保管账号密
码，提前登陆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进入网上服务→债权人会议模块进
行测试，并查看会议相关文档。会议召开时，债权人需凭账号密码点击进入债权人
会议，通过网络方式准时参加会议。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鸥美嘉星牧元（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4
日裁定受理辽宁牧合家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2月21日指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担任辽
宁牧合家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为许胜锋。本院于2018年6月8
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对辽宁牧合家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与辉山乳业
（中国）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共计108家企业协调审理。本院定于2018年7月10
日上午9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以
网络形式召开辽宁牧合家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请在2018年7月4日前将上述材料及信息报送至
管理人（通信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太阳街7号沈北新区信访局一楼，邮政编码：
110121，联系人：汪洋、武学谦，联系电话：024-89689811、18810697991、
18792011585）并领取参加债权人会议的账号密码。债权人需妥善保管账号密
码，提前登陆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进入网上服务→债权人会议模块进
行测试，并查看会议相关文档。会议召开时，债权人需凭账号密码点击进入债权人会
议，通过网络方式准时参加会议。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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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18批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8〕1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
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
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
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案例93-
96号），作为第18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

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0日

于欢故意伤害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指导案例93号关键词 刑事/故意伤害罪/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裁判要点
1.对正在进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法侵害”，可以进行正
当防卫。

2.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伴有
侮辱、轻微殴打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严重危及人
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3.判断防卫是否过当，应当综合考
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
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时机、手段、强
度、所处环境和损害后果等情节。对非法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伴有侮辱、轻微殴
打，且并不十分紧迫的不法侵害，进行防
卫致人死亡重伤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造成重大损害”。

4.防卫过当案件，如系因被害人实
施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或者亵渎人伦
的不法侵害引发的，量刑时对此应予充
分考虑，以确保司法裁判既经得起法律
检验，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于欢的母亲苏某在山东省冠

县工业园区经营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源大公司），于欢系该公司员
工。2014 年 7 月 28 日，苏某及其丈夫于
某 1向吴某、赵某 1借款 100 万元，双方
口头约定月息 10%。至 2015 年 10 月 20
日，苏某共计还款154万元。其间，吴某、
赵某 1因苏某还款不及时，曾指使被害
人郭某1等人采取在源大公司车棚内驻
扎、在办公楼前支锅做饭等方式催债。
2015 年 11 月 1 日，苏某、于某 1 再向吴
某、赵某1借款35万元。其中10万元，双
方口头约定月息 10%；另外 25 万元，通
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用于某 1名下的
一套住房作为抵押，双方约定如逾期还
款，则将该住房过户给赵某1。2015年11
月2日至2016年1月6日，苏某共计向赵
某 1还款 29.8万元。吴某、赵某 1认为该
29.8万元属于偿还第一笔 100万元借款
的利息，而苏某夫妇认为是用于偿还第
二笔借款。吴某、赵某1多次催促苏某夫
妇继续还款或办理住房过户手续，但苏
某夫妇未再还款，也未办理住房过户。

2016年4月1日，赵某1与被害人杜
某 2、郭某 1等人将于某 1上述住房的门
锁更换并强行入住，苏某报警。赵某1出
示房屋买卖合同，民警调解后离去。同月
13 日上午，吴某、赵某 1 与杜某 2、郭某
1、杜某 7 等人将上述住房内的物品搬
出，苏某报警。民警处警时，吴某称系房
屋买卖纠纷，民警告知双方协商或通过
诉讼解决。民警离开后，吴某责骂苏某，
并将苏某头部按入座便器接近水面位
置。当日下午，赵某1等人将上述住房内
物品搬至源大公司门口。其间，苏某、于

某1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求助。当晚，于某
1通过他人调解，与吴某达成口头协议，
约定次日将住房过户给赵某 1，此后再
付 3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即全部结
清。

4月 14日，于某 1、苏某未去办理住
房过户手续。当日16时许，赵某1纠集郭
某 2、郭某 1、苗某、张某 3到源大公司讨
债。为找到于某1、苏某，郭某1报警称源
大公司私刻财务章。民警到达源大公司
后，苏某与赵某 1等人因还款纠纷发生
争吵。民警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到法院
起诉后离开。李某 3接赵某 1电话后，伙
同么某、张某2和被害人严某、程某到达
源大公司。赵某 1等人先后在办公楼前
呼喊，在财务室内、餐厅外盯守，在办公
楼门厅外烧烤、饮酒，催促苏某还款。其
间，赵某1、苗某离开。20时许，杜某2、杜
某7赶到源大公司，与李某3等人一起饮
酒。20 时 48 分，苏某按郭某 1 要求到办
公楼一楼接待室，于欢及公司员工张某
1、马某陪同。21 时 53 分，杜某 2 等人进
入接待室讨债，将苏某、于欢的手机收走
放在办公桌上。杜某 2用污秽言语辱骂
苏某、于欢及其家人，将烟头弹到苏某胸
前衣服上，将裤子褪至大腿处裸露下体，
朝坐在沙发上的苏某等人左右转动身
体。在马某、李某3劝阻下，杜某2穿好裤
子，又脱下于欢的鞋让苏某闻，被苏某打
掉。杜某2还用手拍打于欢面颊，其他讨
债人员实施了揪抓于欢头发或按压于欢
肩部不准其起身等行为。22时 07分，公
司员工刘某打电话报警。22时 17分，民
警朱某带领辅警宋某、郭某 3到达源大
公司接待室了解情况，苏某和于欢指认
杜某2殴打于欢，杜某2等人否认并称系
讨债。22时 22分，朱某警告双方不能打
架，然后带领辅警到院内寻找报警人，并
给值班民警徐某打电话通报警情。于欢、
苏某想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杜某 2等人
阻拦，并强迫于欢坐下，于欢拒绝。杜某
2 等人卡于欢颈部，将于欢推拉至接待
室东南角。于欢持刃长 15.3厘米的单刃
尖刀，警告杜某 2等人不要靠近。杜某 2
出言挑衅并逼近于欢，于欢遂捅刺杜某
2 腹部一刀，又捅刺围逼在其身边的程
某胸部、严某腹部、郭某 1背部各一刀。
22时 26分，辅警闻声返回接待室。经辅
警连续责令，于欢交出尖刀。杜某2等四
人受伤后，被杜某 7等人驾车送至冠县
人民医院救治。次日2时18分，杜某2经
抢救无效，因腹部损伤造成肝固有动脉
裂伤及肝右叶创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
亡。严某、郭某 1 的损伤均构成重伤二
级，程某的损伤构成轻伤二级。

裁判结果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作出（2016）鲁 15 刑初
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
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经
济损失。

宣判后，被告人于欢及部分原审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
月23日作出（2017）鲁刑终151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驳回附带民事上诉，维持原
判附带民事部分；撤销原判刑事部分，以
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于欢持

刀捅刺杜某 2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
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
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负
刑事责任。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
当，于欢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
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
过错等情节，对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原判认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正确，审判
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
判项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遂依法改
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本案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焦点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于欢的捅刺行为性
质，即是否具有防卫性、是否属于特殊防
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二是如何定罪处
罚。

一、关于于欢的捅刺行为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
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
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成立正当防卫
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项条件：一是防卫
起因，不法侵害现实存在。不法侵害是指
违背法律的侵袭和损害，既包括犯罪行
为，又包括一般违法行为；既包括侵害人
身权利的行为，又包括侵犯财产及其他
权利的行为。二是防卫时间，不法侵害正
在进行。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
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这段时期。对尚未开
始或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不能进行防
卫，否则即是防卫不适时。三是防卫对
象，即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正当防卫的
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人本人，不能对不
法侵害人之外的人实施防卫行为。在共
同实施不法侵害的场合，共同侵害具有
整体性，可对每一个共同侵害人进行正
当防卫。四是防卫意图，出于制止不法侵
害的目的，有防卫认识和意志。五是防卫
限度，尚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这就是说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包
括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限度条件。客观
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定性条件，确定了正

当防卫“正”的性质和前提条件，不符合
这些条件的不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是
定量条件，确定了正当防卫“当”的要求
和合理限度，不符合该条件的虽然仍有
防卫性质，但不是正当防卫，属于防卫过
当。防卫过当行为具有防卫的前提条件
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只是在制止不
法侵害过程中，没有合理控制防卫行为
的强度，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并
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后果，从而转化
为有害于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本
案认定的事实、证据和我国刑法有关规
定，于欢的捅刺行为虽然具有防卫性，但
属于防卫过当。

首先，于欢的捅刺行为具有防卫性。
案发当时杜某 2等人对于欢、苏某持续
实施着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
并伴有侮辱人格和对于欢推搡、拍打等
行为；民警到达现场后，于欢和苏某想随
民警走出接待室时，杜某 2等人阻止二
人离开，并对于欢实施推拉、围堵等行
为，在于欢持刀警告时仍出言挑衅并逼
近，实施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客
观存在并正在进行；于欢是在人身自由
受到违法侵害、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威胁
的情况下持刀捅刺，且捅刺的对象都是
在其警告后仍向其靠近围逼的人。因此，
可以认定其是为了使本人和其母亲的人
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
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具备正当防卫
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性质。

其次，于欢的捅刺行为不属于特殊
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
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
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
这一规定，特殊防卫的适用前提条件是
存在严重危及本人或他人人身安全的暴
力犯罪。本案中，虽然杜某2等人对于欢
母子实施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轻
微殴打等人身侵害行为，但这些不法侵
害不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其一，杜某 2等人实施的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侮辱等不法侵害行为，虽然侵犯了
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
权益，但并不具有严重危及于欢母子人
身安全的性质；其二，杜某 2 等人按肩
膀、推拉等强制或者殴打行为，虽然让于
欢母子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权遭受了
侵害，但这种不法侵害只是轻微的暴力
侵犯，既不是针对生命权的不法侵害，又
不是发生严重侵害于欢母子身体健康权
的情形，因而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其三，苏某、于某 1系主动

通过他人协调、担保，向吴某借贷，自
愿接受吴某所提 10%的月息。既不存
在苏某、于某 1 被强迫向吴某高息借
贷的事实，又不存在吴某强迫苏某、于
某 1 借贷的事实，与司法解释以借贷
为名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获取他人财
物以抢劫罪论处的规定明显不符。可
见杜某2等人实施的多种不法侵害行
为，符合可以实施一般防卫行为的前
提条件，但不具备实施特殊防卫的前
提条件，故于欢的捅刺行为不属于特
殊防卫。

最后，于欢的捅刺行为属于防卫
过当。《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
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可见，防卫
过当是在具备正当防卫客观和主观前
提条件下，防卫反击明显超越必要限
度，并造成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过当结
果。认定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应当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
度、危害程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
时机、手段、强度、所处环境和损害后
果等方面综合分析判定。本案中，杜某
2 一方虽然人数较多，但其实施不法
侵害的意图是给苏某夫妇施加压力以
催讨债务，在催债过程中未携带、使用
任何器械；在民警朱某等进入接待室
前，杜某 2 一方对于欢母子实施的是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和对于欢拍
打面颊、揪抓头发等行为，其目的仍是
逼迫苏某夫妇尽快还款；在民警进入
接待室时，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对峙和
肢体冲突，当民警警告不能打架后，杜
某 2 一方并无打架的言行；在民警走
出接待室寻找报警人期间，于欢和讨
债人员均可透过接待室玻璃清晰看见
停在院内的警车警灯闪烁，应当知道
民警并未离开；在于欢持刀警告不要
逼过来时，杜某 2 等人虽有出言挑衅
并向于欢围逼的行为，但并未实施强
烈的攻击行为。因此，于欢面临的不法
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而其却持刃长
15.3厘米的单刃尖刀连续捅刺四人，
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且
其中一人系被背后捅伤，故应当认定
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二、关于定罪量刑
首先，关于定罪。本案中，于欢连

续捅刺四人，但捅刺对象都是当时围
逼在其身边的人，未对离其较远的其
他不法侵害人进行捅刺，对不法侵害
人每人捅刺一刀，未对同一不法侵害
人连续捅刺。可见，于欢的目的在于制
止不法侵害并离开接待室，在案证据
不能证实其具有追求或放任致人死亡
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故于欢的行为
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他为了追求防
卫效果的实现，对致多人伤亡的过当
结果的发生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已构
成防卫过当情形下的故意伤害罪。认

定于欢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既是
严格司法的要求，又符合人民群众的
公平正义观念。

其次，关于量刑。《刑法》第二十条
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综
合考虑本案防卫权益的性质、防卫方
法、防卫强度、防卫起因、损害后果、过
当程度、所处环境等情节，对于欢应当
减轻处罚。

被害方对引发本案具有严重过
错。本案案发前，吴某、赵某 1指使杜
某 2 等人实施过侮辱苏某、干扰源大
公司生产经营等逼债行为，苏某多次
报警，吴某等人的不法逼债行为并未
收敛。案发当日，杜某 2等人对于欢、
苏某实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及
对于欢间有推搡、拍打、卡颈部等行
为，于欢及其母亲苏某连日来多次遭
受催逼、骚扰、侮辱，导致于欢实施防
卫行为时难免带有恐惧、愤怒等因素。
尤其是杜某2裸露下体侮辱苏某对引
发本案有重大过错。案发当日，杜某 2
当着于欢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
侮辱其母亲苏某。虽然距于欢实施防
卫行为已间隔约二十分钟，但于欢捅
刺杜某 2等人时难免带有报复杜某 2
辱母的情绪，故杜某 2 裸露下体侮辱
苏某的行为是引发本案的重要因素，
在刑罚裁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
情节重点考虑。

杜某 2 的辱母行为严重违法、亵
渎人伦，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但于欢
在民警尚在现场调查，警车仍在现场
闪烁警灯的情形下，为离开接待室摆
脱围堵而持刀连续捅刺四人，致一人
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且其中一
重伤者系于欢从背部捅刺，损害后果
严重，且除杜某2以外，其他三人并未
实施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其防卫行
为造成损害远远大于其保护的合法权
益，防卫明显过当。于欢及其母亲的人
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
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并造成多人伤亡严重后果，超出
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
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防卫过当的，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上所述，于欢
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
大伤亡后果，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三
至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
刑。鉴于于欢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罪
行，且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
之母的严重过错等可以从轻处罚情
节，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和危害后果，遂判处于欢有期徒
刑五年。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吴靖、刘振
会、王文兴）

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重庆市涪陵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指导案例94号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视同工
伤/见义勇为

裁判要点
职工见义勇为，为制止违法犯罪行

为而受到伤害的，属于 《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为维
护公共利益受到伤害的情形，应当视同
工伤。

相关法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
基本案情
罗仁均系重庆市涪陵志大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涪陵志大物业公
司） 保安。2011年 12月 24日，罗仁均
在涪陵志大物业公司服务的圆梦园小
区上班 （24 小时值班）。8 时 30 分左
右，在兴华中路宏富大厦附近有人对
一过往行人实施抢劫，罗仁均听到呼
喊声后立即拦住抢劫者的去路，要求

其交出抢劫的物品，在与抢劫者搏
斗的过程中，不慎从 22 步台阶上摔
倒在巷道拐角的平台上受伤。罗仁
均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向被告重庆市
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
下简称涪陵区人社局） 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涪陵区人社局当日受理
后，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向罗仁均发
出《认定工伤中止通知书》，要求罗
仁均补充提交见义勇为的认定材

料。2012 年 7 月 20 日，罗仁均补充
了见义勇为相关材料。涪陵区人社
局核实后，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于 2012 年 8
月9日作出涪人社伤险认决字﹝2012﹞
676 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
仁均所受之伤属于因工受伤。涪陵志
大物业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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