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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疑 断 案

浅析牵连犯的认定与法律适用原则
刑 事 焦 点

●

◇ 蔡梅风

所谓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
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数个行为之间
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
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状态。
牵 连 犯 一 词 源 自 德 语 （Verbrechenskonkurrenz）。在刑法学发展史上，最
早对牵连犯的概念作出较为系统、完
整的表述，并明确提出对牵连犯应适
用“从一重处断”原则的是德国的费
尔巴哈(1775 年至 1833 年)。费尔巴哈在
他受命起草的 1824 年 《巴伐利亚利刑
法典(草案)》 中把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
一起作了如下的规定：“犯罪人以同一
行为违反不同的刑罚法规，或者确以不
同的行为实行了不同的犯罪，但这一行
为仅是实现主要犯罪的手段，或是同一
主犯罪的结果，应视为附带的情形，可
考虑不作加重情节，只适用所违反的最
重罪名之刑。
”
在实践中，对牵连犯并不是很容易
就可以界定的，因为牵连犯与相似的罪
数形态很容易混淆。牵连犯是一种特殊
的罪数形态。通常，罪数是指犯罪的个
数，即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一个罪还
是数个罪，以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事实
为标准，符合一个为一罪，数个为数
罪。但由于具体犯罪情形具有复杂性，
并不能如此简单的概括。从牵连犯的构
成看，它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一是必须实施了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
这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行为人只
有实施了数个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牵连
犯。如果只实施了一个行为，无法形成
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二是数个行为之
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
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手
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如何
认定牵连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主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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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说、折衷说三种观点。笔者认为，
这其中的要坚持主客观一致，综合考虑
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既要求
牵连意图、又要求行为之间内在因果联
系的折衷说比较科学。三是牵连犯的数
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这是牵连
犯的法律特征，也是确定牵连犯的标
志。 四是数罪必须出于一个犯罪目
的。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危
害社会的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在一
个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牵连犯罪行
为，其故意内容可以不同，但都必须是
故意。过失犯罪不成立牵连犯。
在刑法中，数罪实为一罪的情形
很多。有学者将一罪划分为实质的一
罪 、法定 的一 罪和 处断 的一罪三类 。
实质的一罪包括继续犯、想象竞合犯
和结果加重犯；法定的一罪包括结合
犯 和 惯犯；处 断 的一罪 包括连续 犯、
牵连犯和吸收犯。这种分类方法有助
于从总体上把握牵连犯与其他罪数形
态。结合犯是指原本各自独立且性质
各异的数个犯罪，由刑法条文明确结
合成为一具体之罪并规定了相应法定
刑的罪数形态。它与牵连犯的区别主
要在于法定性。异质数罪由刑法明文
规定将它们结合在一个罪状中，并以
另外一个罪名概括，处罚原则有明确
具体的法定刑 ， 并且是法定的一罪 ；
而牵连犯的异质数罪是各自独立的不
同的罪名，除刑法个别规定外，构成
牵连犯大量的是非法定的，处罚原则
由法官裁定从一重处断或数罪并罚 ，
若 裁 定 从 一 重 处 断 也 是 处 断 的一罪，
而不是法定的一罪。吸收犯指行为人实
施数个犯罪行为，因其所符合的犯罪构
成之间具有特定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
从而导致其中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犯
罪，被另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犯罪所吸
收，对行为人仅以吸收之罪论处，而对
被吸收之罪置之不论的犯罪形态。吸收
犯与牵连犯的区别在于：第一，数罪独

【案情】
2016 年 4 月 19 日，第三人悠客网
络向被告某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交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行政指
导申请表》，同时作出 《声明》：场所距
中学、小学校园出入口最低交通行走距
离不低于 200 米。被告受理了第三人的
申请，并要求第三人提供相关材料。第
三人随即向被告提供了相关材料，被告
审核后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向第三人核
发了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经营范
围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
原告日新网吧经营范围为互联网
上网服务，其与第三人悠客网络均位
于华东信息工程学校周围，原告认
为，第三人与该学校之间的最短交通
行走距离低于 200 米，其申请不符合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条
件，而被告却违法向第三人核发了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影响了原告
的公平竞争权，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核发的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日新网吧是否具
有原告主体资格，也就是日新网吧与本
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
一种意见认为，日新网吧是本案适
格的原告。原告与第三人的网络经营场
所位于同一学校附近，被告为第三人核
发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在一定程度
上势必影响到原告的公平竞争权，对原
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原告与
被诉行政行为当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
另一种意见认为，日新网吧不是本
案适格的原告，其无权就被告向第三人
核发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的行为提
起行政诉讼。被告根据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为第三人核发 《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 是基于“竞争中立原则”，并不
影响日新网吧的公平竞争权，没有影响
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诉行政行
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即日新网吧
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为第三人核
发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对原告的权
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其与被诉行
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
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
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

权提起诉讼。据此，行政诉讼的原告有
两个判断标准：一是行政行为的相对
人；二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
本案中，原告日新网吧起诉的某区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核发的 《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 并非颁发给其网吧，而是
核发给第三人悠客网络。显然，日新网
吧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
日新网吧若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
与被诉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上的利害
关系。
国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经 营 单位 的经营活动 实行 许可制度。
根据 《文化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管理
政策促进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的通知》 的精神，国家已经取
消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上网服务场所
的总量和布局要求，降低了准入门
槛。在该行业不存在数量和布局上的
限制的情况下，只要是符合设立条件
的申请，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都应
当依法受理、审批并核发 《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
本案中，被告某区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依据悠客网络提交的申请材料，依
照行政许可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审核向悠客网络核发 《网络文化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指定
本院审理。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裁定受理浙江正大控股集团
本院根据成都众和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成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此后，本院又继续受理浙江永正控股有
都东创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东创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 限公司等破产清算系列案件。2017 年 8 月 14 日，本院根据浙江正
于2018午6月11日指定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东创公 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司的债权人（包括房屋买受人）应自2018年9月13日前，向东创公 管理人的申请，裁定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传承实业有限
开发园锦绣大道南段 99 号 105 室；联系人：曾传辉；联系电话： 公司、杭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杭州永鸿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
13060066050、13880067059、1870813381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春江污水回用处理有限公司、杭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州永泰造纸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永森特种纸有限公司、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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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富阳万马纸业有限公司、浙江翔龙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中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法 翔物资有限公司、浙江山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江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东创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 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永正废旧物资有限公司、浙江正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7日14时 大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宏盛纸业有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踏水桥南路1号东方幸运城大礼堂 限公司、杭州富阳文博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国佳纸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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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富阳建新纸业有限公司、富阳市方新废纸购销有限公司、杭
会议，并按规定提交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身份证明及特别授权委 州富阳正和物资有限公司、浙江新世界实业有限公司、富阳市钱
托书、律所指派涵等委托手续。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旺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广汇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永博包装有限公
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 司、富阳方正纸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和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支行申请，裁定受理苍南县弘华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正大纸业销售有限公司、富阳市万利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银利纸
指定北京浩天安理（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 业有限公司、富阳同丰纸张销售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2017 年
权人应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 9 月 29 日，本院根据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
城区车站大道 577 号财富中心 1902 室；联系人：韩笑（联系电 杭州富阳永和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唯佳商贸有限公司、杭州
13957790912）、冯思兵（联系电话：13736715606）】，申报时应书 富阳春意化工有限公司与上述 34 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并指定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
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京衡律师事务所、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共同担任永
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正公司等 34 家公司的管理人。2018 年 7 月 5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
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8 月 8 日 15 时在 杭州富阳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杭州富阳江南国
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 1661 号）召开，债权人出 际商城有限公司重整。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裁定受理浙江永泰
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浙江]苍南县人民法院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指定
因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
杭州 本院审理。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裁定受理浙江正大控股集团
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请终结杭州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此后，本院又继续受理浙江永正控股有
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限公司等破产清算系列案件。2017 年 8 月 14 日，本院根据浙江正
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裁定终结杭州佰兹 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尼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管理人的申请，裁定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裁定受理浙江永泰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传承实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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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理解问题。牵连犯作为罪数形态的
一种，从其概念提出的初衷分析，它是
与数罪并罚相对应的一组罪数形态概念
中的一个，应是从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
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为了将某些
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行为人数行为之
间具有牵连关系且具有一个共同的犯罪
目的的情况，从数罪并罚中分离出来。
也即从根本上讲，既然是牵连犯，就不
应该有数罪并罚的问题，如果实行数罪
并罚，也就不是牵连犯。认为对牵连犯
可以实行数罪并罚的观点，是从根本上
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挑战。
要解决适用处罚原则混乱的问题，
办法就是要对处罚原则进行统一规定。
从一重处断、数罪并罚这两种并存的处
罚原则各有利弊，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以期能够找到一种博采众长的最为适宜
的牵连犯处罚原则。从一重处断有可能
轻纵罪犯，虽然牵连犯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与客观危害性较之无牵连关系的数罪
要小，但相对于一罪要大得多，如果从
一重处断，与只犯了这一重罪的另一行
为人所判处的刑罚就是相同的，这将导
致司法不公正。数罪并罚的缺点则是不
能体现出牵连犯的特殊性，以及牵连犯
行为人因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较普通
数罪为小所应判的处罚较普通数罪为轻
的原则。而这一点又正是从一重处断原
则的有利之处。
实际上，牵连犯的本质在于其是实
质上的数罪，处断上的一罪。牵连犯既
然实际存在且长期以来为理论和司法实
践普遍接受，我们就不应该随意修改其
原意，并进而混淆其与数罪并罚的区
别。牵连犯虽在实质上属于数罪，但因
数罪之间的特殊关系(即牵连关系)的存
在而客观上降低了其社会危害的程度，
因此，对其不实行并罚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作者单位：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
院）

网吧经营行政许可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判断

●

◇ 陈 路 阴文婷

立性不同。吸收犯的一罪不具有独立
性，而牵连犯数罪都具有独立性；第
二，成立原因不同。成立吸收犯是由于
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或者完成行为吸收
未完成行为，例如既遂行为吸收预备行
为，而成立牵连犯是由于方法行为与目
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有牵连关
系。对牵连犯与相似罪数形态进行区
分，有助于对其准确界定，这是研究牵
连犯处罚原则的前提。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牵连犯是裁
判上的一罪，对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实行
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也就是说，对牵
连犯应当采用吸收的原则，按照数行为
所触犯的罪名中最重的罪论处。但是近
年来，特别是我国新刑法颁布以来，理
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牵连犯的处罚采
用什么原则，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人
认为，对于牵连犯应实行数罪并罚。理
由是牵连犯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均触犯
了刑法中所规定的数个不同的罪名，既
是数罪就应并罚。对牵连犯采用从一重
处断的原则，于法无据。有人则认为，
对于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用从一重处断
的原则，也不能均适用数罪并罚，而应
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取何种原则
予以处罚。由于所采用的标准不同，此
观点又可以一分为二：其一是以法律规
定为标准的双重处断原则。持该观点者
认定，对于牵连犯如何处罚应以刑法规
定为标准，也即对于刑法有明文规定要
并罚的牵连犯，就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而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牵连犯，则
应当采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进行处罚。
其二是以罪行轻重为标准的双重处断原
则。持该观点者认为，对于牵连犯如何
处罚应以所触犯罪名的轻重为标准，也
即对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或犯罪较轻的牵
连犯，应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对
社会危害程度较大或犯罪较重的牵连
犯，则应实行数罪并罚。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对牵连犯原本含

经营许可证》 的行为是基于“竞争中立
原则”，该核发行为并不影响日新网吧
的公平竞争权。日新网吧与悠客网络之
间的竞争是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正常的
市场竞争，即使日新网吧在悠客网络取
得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后实际经营
中收益减少，也是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
结果。被告为第三人核发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造成该区域内的市场竞争亦
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当考虑的
因素。故日新网吧与被诉行政行为无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合法权益并未受到
行政行为的法律意义上的不利影响或者
不法侵害, 故其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
主体资格。
原告日新网吧如认为被告违法设定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其可以依法向被告
的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投诉反
映，由相应的机关做出处理决定。
综上，日新网吧不是本案被诉行政
行为的相对人，亦非利害关系人，其无
权就本案被告向第三人核发 《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 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
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
法院应当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
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法院依法裁定
驳回了原告日新网吧的起诉。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暴力劫取女友财物构成抢劫罪
◇ 张汉元
【案情】
被告人南某与被害人蒲某通过
微信认识后成为朋友。2014 年 8
月 12 日晚，南某到县城找蒲某，
13 日凌晨二人见面后，用蒲某的
身份证在某温泉洗浴中心开一房间
住宿。二人在房间内因蒲某电话关
机问题发生争吵，南某对蒲某进行
殴打，抢走蒲某现金 1000 余元，
身份证一张，银行卡三张，黄金戒
指一枚，黄金手链一条，黄金项链
一条。蒲某在房间内呼救时，南某
逃离现场，蒲某即到吧台报警。蒲
某被殴打后导致眼挫伤、鼻挫伤、
面部损伤、肩部损伤、四肢软组织
损伤，经鉴定蒲某的损伤程度构成
轻微伤。

【分歧】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
对被告人行为定性的过程中，存在
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某构成民
法中的侵权。南某与蒲某系男女朋
友关系，因琐事发生纠纷，南某一
怒之下将蒲某的财物据为己有，侵
害了蒲某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判决
南某停止侵权，返还原物并赔偿损
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南某构成抢
劫罪。被告人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合法
财产，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
件，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告人
南某构成抢劫罪。综合分析本案，
该案的关键点有两点：
1.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如何
认定
被告人南某与被害人蒲某系
朋友关系，虽然偶尔有同居关
系，但并未到谈婚论嫁、结婚登
记的地步，双方仍然拥有各自独
立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互相
不得干涉对方的正常生活。根据
民政部发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
条例中的有关规定，自 1994 年 2
月 1 日，没有配偶的男女，虽然
符合结婚条件，但未经结婚登记
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受
法律保护。这说明我国确立婚姻
关系的唯一法定手续就是结婚登
记，也就是说，要求结婚的人除
必须具备婚姻法所规定的实质要
件外，还要履行结婚的法定程
序，即形式要件，才能形成合法
的夫妻。本案中，被告人南某与
被害人蒲某之间只是偶尔同居关
系，因此就不可能存在婚姻法中
规定的共同财产，所以一方以暴
力手段抢劫对方合法拥有的财
产，就构成了抢劫罪。但如果双
方办理了登记手续，在没有特别
约定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的收入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一方
将另一方钱全部或部分拿走，都
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即使一方拿
走的是对方的婚前个人财产，也
不应该算犯罪，只能构成民法中

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裁定宣告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含杭州富阳
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3日，
本院根据申请人富阳久联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久联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久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截至2018
年6月15日，
久联公司实际资产12820573.86元，
对外负债15966787.14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1日（总第7407期）
元，
净资产为-3146213.28元。
久联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公司、杭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杭州永鸿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 偿全部债务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认为，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清理债务。
根
阳永泰热电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春江污水回用处理有限公司、杭 务，
久联公司符合企业破
州永泰造纸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永森特种纸有限公司、杭 据久联公司管理人查明的久联公司资产和债务情况，
应予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州富阳万马纸业有限公司、浙江翔龙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中 产法破产清算的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宣告富
翔物资有限公司、浙江山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江 二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永正废旧物资有限公司、浙江正 阳久联化学品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根据杭州刚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博涵
大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光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宏盛纸业有
并于2018年6月26日指定浙江浙联
限公司、杭州富阳文博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国佳纸业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杭州博涵机电设
杭州富阳建新纸业有限公司、富阳市方新废纸购销有限公司、杭 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博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杭州博涵机电设备有
州富阳正和物资有限公司、浙江新世界实业有限公司、富阳市钱 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15日前，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607号现代城
旺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广汇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永博包装有限公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司、富阳方正纸业有限公司、杭州万和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建 大 厦 16 楼 ；邮 政 编 码 ：310014；联 系 电 话 ：13018989202、
正大纸业销售有限公司、富阳市万利纸业有限公司、浙江银利纸 1506813635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
业有限公司、富阳同丰纸张销售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2017 年 于连带债权，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9 月 29 日，本院根据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杭州富阳永和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唯佳商贸有限公司、杭州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査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富阳春意化工有限公司与上述 34 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以上简 报债权的，
杭州博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
称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经管理人核实查明： 利。
本院定于2018年
截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接 博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省
受申报债权 93.83 亿元，已审查确认债权金额（含职工债权）约 82 8月20日9时30分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法院地址：
亿余元，尚未审查确认债权金额 7.3 亿余元；可供清偿的资产评 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东路109号）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
估价值约 52 亿余元，净资产为负。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联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除有投资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
者愿意重整合并破产的杭州富阳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且经债 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权人委员会同意拟转入重整程序外，其余 36 家企业无人申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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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或和解。本院认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浙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因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最终分配完毕，
管理人于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清理债务。根据管
理人查明的资产和债务情况，浙江永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2018年6月29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本院于2018年7月2日裁定终结
公司（不含杭州富阳江南国际商城有限公司）符合企业破产法破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产清算的规定，应予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湖州家乐多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的侵权。
2.对抢劫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
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
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
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
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
或者强制。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
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
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
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
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
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
反抗的方法。其构成要件主要有：
（1） 抢劫罪的客体要件。本罪
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
公民的人身权利。对于抢劫犯来
说，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抢劫财物，
侵犯人身权利，只是其使用的一种
手段。正因为如此，本法把抢劫罪
规定在侵犯财产罪这一章。无论犯
罪嫌疑人是否取得财物，也不论被
抢财物价值的大小。只要是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并当场采取暴力或暴
力相威胁手段，就构成抢劫罪。
“数额特别巨大”和“致人特别严
重伤残或死亡”只是本罪从重处罚
的两个情节。
（2） 抢劫罪的客观要件。本罪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
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
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
实施强制的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
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
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
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
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
显著特点。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
成抢劫罪，应以犯罪人是否基于
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当场是否
实际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为标准，不是以其事先预备
为标准。抢劫罪的目的行为是强
行劫取公私财物。强行劫取财物
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行为
人当场直接夺取、取走被害人占
有的财物；二是迫使被害人当场
直接交出财物。抢劫罪的作案现
场，无论是拦路抢劫、入室抢
劫，都不影响抢劫罪的成立。
（3） 抢劫罪的主体要件。本罪
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依刑法第十七
条规定，年满 14 周岁并具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该罪
的主体。
（4） 抢劫罪的主观要件。本罪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
有将公私财物非法占有的目的，如
果没有这样的故意内容就不构成本
罪。如果行为人只抢回自己被偷
走、骗走或者赌博输的财物，不具
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构
成抢劫罪。
本案中，被告人南某主观上具
有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财物的故意；
客观上采用了暴力的行为，且当场
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符合抢劫罪
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抢劫罪予以严
惩。
（作者单位：河南省柘城县人
民法院）

催收公告
泸州万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李良、魏成刚、孙
长林、
李杰：
您为债务人李良担保的与宁夏银行阅海
支行的债务 350 万元，因债务人未能按合同约
定偿还我行债务本息（本金 348 万元，利息 115
万元）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行领
取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宁夏银行阅海支行
2018 年 7 月 11 日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励群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杭州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林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2018 年 6 月，金林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出申请，称：一、管理人审核认定的债权为 1 家，即杭州励
群实业有限公司，审查认定的金额为 3355264.85 元。二、金林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均未履
行法定配合义务，管理人无法接管到金林公司的印章、财务账册
等资料。三、管理人调查后未发现金林公司有财产。综上，金林公
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明显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请求本院宣告金
林公司破产并终结金林公司破产程序。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的
工作报告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情况，金林公司有债权
人 1 家，即杭州励群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核认定的债权金额
为 3355264.85 元。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金林公司的印章、财务账
册等资料，金林公司目前亦无财产可供分配，故本院对管理人的
申请予以准许，依法应宣告金林公司破产并终结金林公司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2 日裁定宣告杭州金林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杭州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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