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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刑 事 焦 点

●

◇ 王明强 邓玉洁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
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给有过
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避免前科带来的
负面影响，能够平等地享有与其他正常
人一样的权利，使其真正改过自新，回
归社会。中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
立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体现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
百七十五条，
该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
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
存。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体现
了中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犯罪
大多数情形属于初犯、偶犯、激情犯，
其
往往是由于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主观
恶性较小，经过教育和改造，回归社会
的可能性比其他罪犯要大得多，所以法
律理应对其从宽处罚。这一制度能让
未成年罪犯感受到国家和法律对他给
予的道义体恤和人性温暖，从而唤起其
发自内心的感动与悔悟，这相比严厉的
惩罚更有助于真正达到教育和挽救的
目的。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
亟待改善的问题。
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采取的封
存形式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在办案过

行 政 法 域

●

◇ 罗登亮 张洪亮

自 2014 年 行 政 诉 讼 法 修 改 后 ，
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大量进入司
法领域，关于行政合同审理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也不断涌现，对行政合
同单方解除权的司法审查便是其中之
一。本文拟以行政合同单方解除权行
使条件的司法审查基础为主题，探讨
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合同的单方解除
行为时可以作为指导裁判思路与裁判
理由生成的原则、法理与依据。
一、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司法
审查原则
行政合同兼具契约性与行政性双
重属性，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行政
合同纠纷时与处理民事合同纠纷具有
众多的区别，其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
人的诉求对行政机关单方解除行政合
同行为予以审查便是最大的区别之
一。行政合同单方解除权，是行政机
关在发生情势变更时，为维护公共利
益而享有的通过单方意思表示终止行
政合同的优益权。单方解除权是基于
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为维
护公共利益而享有的行政优益权，其
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博
弈。为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单方解除
行为时应紧扣公共利益的保障与公私
利益的衡平两项原则，若过于宽松地
审查，则可能会影响对行政机关履职
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对合同相对方权
益的合理保障；若过于苛刻地审查，

送达破产文书

程依职权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并未
规定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主动申请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
存制度。单一的封存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剥夺了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知情权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的救济途径。有些办案人员
并未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严格遵守保密
规定，也未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卷宗材料
及成年人犯罪的材料予以区分并不予
其他人员查询。加之单向依职权启动
的方式也导致部分办案人员并未采取
任何措施予以封存，消极对待，导致未
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流于表面形式，
未
取得实质性效果。
现行法律对封存范围规定语焉不
详，诸如对于公安机关做出的不立案决
定、检察机关做出的不起诉决定等情况
是否应当予以封存并无明确规定。笔
者认为，鉴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初
衷，应对从公安机关立案阶段起相关的
所有材料，包括不予立案的情况、行政
处罚记录、强制措施记录等，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阶段的所有材料，
包括起诉材
料、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等材
料，审判机关作出的情节轻微的有罪判
决、免于刑事处罚、宣告无罪、宣告不负
刑事责任、终止审理等未成年人受到法
律追究的所有材料，
符合条件的应当予
以封存。
只要符合法律条款规定的条件，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无需
考虑犯罪性质、认罪悔罪态度、人身危
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等状况，即应将犯
罪记录予以封存，该规定未充分平衡
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保障
未成年人利益。对于团伙作案的首要
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多次作案屡教
不改，犯数罪的，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抢劫罪等暴力性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的，涉黑涉恶组织领导或积极参与的
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案件，若宣
告刑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而予以
封存，一方面罪责刑不相适应，与我国
刑法原则冲突；另一方面，犯罪成本较
小，对未成年人改过自新无益，甚至可
能导致再犯；同时一定程度上纵容未
成年人犯罪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其他
未成年人树立榜样。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改
进与完善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新罪的情
况，
虽然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明文规定
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构
成一般累犯，
但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
过程中查询到的已予以封存的犯罪记
录，是否应作为前科记录，作为定罪量
刑的依据？
笔者认为，
犯罪记录封存并不等同
于犯罪前科消灭，
其免处未成年犯前科
报告的义务，
初衷在于使其平等享有教
育及就业的权利，更好地融入社会，但
若将未成年犯犯罪记录封存后再犯新
罪表明其屡教不改，
人身危险性和社会
危害性较大，
平衡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及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基础上，
应当将前
科记录予以解除，
作为加重情节予以定
罪量刑。一方面封存记录查询主体规
定过于宽泛，当前“有关单位”的表述，
导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徒有其表，
无法真正发挥保护未成年罪
犯的作用。另一方面，
对于已经予以封
存的犯罪记录的查询申请及审批程序
均未作出翔实的规定，
未规定违反保密
规定的责任及处罚措施。
首先应当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
相关司法解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专
门性法律法规对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的实施作出具体规定，
为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实
现有法可依。赋予未成年人当事人、法
定代理人及其近亲属主动申请封存犯
罪记录封存的权利，
要求其提供相关申
请材料予以审核。一方面可以调动未
成年人当事人及其家属主动维护其权
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加强犯罪记录封
存的及时性，有利于其真诚悔罪，改过
自新，避免再犯；同时可减少办案机关
重复调查的工作量，
有利于提高犯罪记
录封存效率，实现犯罪记录封存的初
衷。
严格实质性审查，
加强法官自由裁
量权。改善僵化封存的规定，
对于未成
年人犯罪后，
确实情节轻微、系偶犯、初
犯、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且真诚
悔改的未成年人，
将其犯罪记录予以封
存，但对于团伙作案的首要分子，共同
犯罪的主犯，多次作案屡教不改，犯数
罪的，
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等暴
力性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涉黑涉恶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可综合案情予以衡
量，
确实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大、
再犯可能性较大的未成年犯，
不应一律
予以封存，
对于已经予以封存的也应当
予以解除。
明确封存查询主体，规范查询程
序，
建立泄密追责机制。除通过健全法
律法规严格限制申请查询封存犯罪记
录的主体外，
应当设立严格查询和审批
程序，
查询记录同时向其宣读责任书要
求其对查询内容的保密并由其签字确
认，
如未遵守规定将追究泄密者相关责
任并进行处罚。同时，
封存单位也应建
立已封存犯罪记录查询及调取台账，
并
将申请查询主体的申请材料及审核材
料附卷备查。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人民法院）

论行政合同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司法审查基础
则可能会影响行政活动的灵活性与行
政任务的实现。
二、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司法
审查法理
关于行政合同单方解除权行使条
件的法学理论虽然不能作为人民法院
审查单方解除行为的直接裁判依据，
但是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目前
学界通常认为，行政机关行使单方解
除权应符合一定的实体性条件及程序
性条件。
第一，实体性条件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其一，以情势变更为动因，即当
行政合同成立生效以后，因不可归责
于缔约方的原因，合同履行的客观情
况发生了变化，致使合同履行的基础
产生了动摇，才能启动单方解除合同
的行为；其二，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必
要，即行政机关单方解除合同应当基
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非基于追
求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此外，还要
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得
失，单方解除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
应大于可能受到侵害的个人利益；其
三，以给予行政合同相对方合理补偿
为必需，为保障合同相当方的信赖利
益及合同预期，行政机关在行使单方
解除权时还应当对合同相对方给予合
理补偿。人民法院在审查单方解除行
为时可以充分地借鉴上述理论。
第二，程序性条件主要是指，
行政
机关在单方解除行政合同时应履行先

行告知义务、说理理由义务、听取意见义
务三项程序义务，
具体而言，
行政机关应
将单方解除合同的意思先行告知合同相
对方，围绕上述实体性条件向其说明单
方解除合同的理由，
并听取对方的意见。
三、单方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司法审
查依据
目前，人民法院审查单方解除权行
使条件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 国 行 政 诉 讼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法释[2015]9 号）第十五条第 3 款规定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
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
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此款规定生
效以前，人民法院审查行政合同单方解
除行为主要借鉴上述法学理论，此款规
定生效以后，人民法院主要依据该款规
定进行审查。但对于该款中“公共利益
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的理解却有两
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该款中的“公
共利益需要”不是一种法定理由，因此，
对于单方解除中的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
不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仅需要初步
审查行政机关主张的公共利益是否符合
实际情况即可。
此时，事实上的公共利益与其他法
定事由便是单方解除行政合同的必要条
件。第二种意见认为，
该款中的“公共利
益需要”
是一种法定理由，
行政机关需要
依据具体的法律规定才能认定某种利益
是否是公共利益，并据此作出单方解除

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1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六号审判
因北京触动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依 庭（地址：
洛阳市新区展览路与望春门街交叉口）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 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
2018年6月5日裁定宣告北京触动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北京 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触动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6日裁定受理河
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根据深圳金亚太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9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河南
受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9月14日指 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管理人。
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2
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 月6日前向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2日前向深圳市快 新五大道与新十八街交叉口信阳市住建局；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播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 13607609458李冰；
13607618818程平厚）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中心 A 栋 8- 10 层;联系人：沈凤、邱泽玲；电话：0755- 33256830、 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33256480；
传真：
0755-3320688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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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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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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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建筑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信阳建筑总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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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
利。
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快播 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0日14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
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理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定清算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 组为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管理人。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的债权人应于
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血件），
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 2018年10月10日前向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
2018年6月10日，
本院根据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系电话：18337606156洪莉；13569779796张开创）申报债权。未在上
请于裁定受理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债务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人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8年6月10日的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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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80万元，
负债为8517.35万元。
本院认为，
债务人河南新能硅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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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资不抵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无其他还款来源，
其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的债务人
公司符合破产宣告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纸箱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7日裁定宣告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 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
公司破产。
[河南]卢氏县人民法院
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
本院根据债权人尚帅的破产清算申请，
于2018年7月24日
本院根据信阳市联运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
立案受理洛阳市乐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 阳市联运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
四十五条的规定，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 阳市联运总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联运总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
日内，
向洛阳市乐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河南登法律师事务所 10日前向信阳市联运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东
（联系人：
王雨寒，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181号中弘中央广场 方红大道 340 号信阳市国资委；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B座1613室，
电话：
13213578514）申报债权臻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照《中 15837684948张保生）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洛阳市乐居房地产开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行为，人民法院也需要依据具体的法律
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予
以审查。当然此处的法律规定既包括宪
法、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包括规章层
级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此时，法定
的公共利益与其他法定事由便成为单方
解除行政合同的必要条件。其实两种意
见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公共利益”
的认定
基础不同，第一种意见对“公共利益”的
认定基础主要是行政机关对案件事实的
主观认定；而第二种意见对“公共利益”
的认定基础主要是法律规范的明确规
定。这种区别反映的实质在于对单方解
除合同的司法审查强度的不同。鉴于行
政合同已经成为推动公私合作及行政任
务实现的重要媒介，为减少私主体对行
政合同单方解除的担忧或降低单方解除
条件的不确定性，鼓励更多私主体与行
政机关缔结行政合同，人民法院可采纳
第一种意见，即“法定的公共利益”审查
标准。
总之，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合同单
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时，应始终坚持公
共利益的保障与公私利益的衡平两项原
则；充分借鉴情势变更、维护公共利
益、给予行政合同相对方合理补偿等实
体性条件，履行先行告知、说理理由、
听取意见等程序性条件；严格依据法定
的公共利益与其他法定事由等法律规
范。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
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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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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
联运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联运总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
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商务医药化工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
裁定受理信阳市商务医药化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
1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商务医药化工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商务医
药化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向信阳市商务医药化
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
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5978391104 龚学军；
13837663489杨世忠）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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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商务医药化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信阳市商务医药化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
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
受理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
定清算组为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管理人。
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向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340号信阳市国资委；
邮政
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837666018刘宏斌）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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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信阳电子器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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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偷电动车钥匙户外窃电动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入户盗窃
◇ 郑文龙

【案情】
2017 年 4 月 10 日 10 时，王某路
过李某家住房时，看到门口停放一辆
电动车，其见大门未关遂产生盗窃意
图，后进入李某家室内窃得电动车钥
匙一把。当走出门外用该钥匙打开地
锁确定能骑走后，因担心白天窃取易
被发现，便先行离开。20 时左右，王
某再次返回该处，使用先前窃得的钥
匙将电动车偷走。经鉴定，该辆电动
车价值人民币 700 元。

【分歧】
对于该案，在处理过程中存在两
种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王某户内
窃取电动车钥匙和户外盗取电动车等
物品的客观价值，
都没有达到“数额较
大”的标准，户内行为应属盗窃未遂、
户外行为亦不构成盗窃罪；另一种意
见认为，王某的行为应整体认定为入
户盗窃。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对王某的
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主要理由
如下：
第一，
从客观方面来看，
虽然王某
看似前后实施了户内窃取电动车钥匙
和户外偷走电动车两个行为，且两个
行为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不少人
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应当分别
进行评价。实质上，这两个行为都是
王某在盗窃的统一犯意下的分步实施
行为，户内盗窃电动车钥匙正是为了
后来能够顺利窃得户外停放的电动
车，
前者为入户盗窃行为的着手，
后者
为入户盗窃行为的完成。因此，行为
人王某的前后两个行为实属刑法意义
上的一次盗窃行为。
第二，
从主观方面来看，
本案中王
某的盗窃犯意具有特定性和明确性，
虽然其前后两个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
间隔，
但王某的主观犯意明确，
就是要
盗走停放在门外他人所有的电动车。
因此，王某的前后两个行为并没有因
时间间隔而被阻断，两行为仍然具有

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王
某为了能够顺利盗取电动车而采取的
分步实施行为。综上，王某前后共有
一个盗窃的犯意，应属一次分步实施
的盗窃行为，不应对其前后两行为分
别进行评价，
而应进行整体评价。
第三，
从类似案例来看，
有不少人
认为入户盗窃获取财物也应该在户
内。本案中，王某户内仅窃取价值微
薄的钥匙，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后才盗
取了户外的电动车，
因此有人认为，
王
某的行为不构成入户盗窃。实际上，
入户盗窃完全存在着户内着手、户外
既遂的可能，这也符合一般的社会认
知。实践中，权利人可以通过占有户
内的有效载体，来形式占有户外有关
联的个人财物。例如，入户盗窃信用
卡并使用的，
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虽
然行为人窃取占有价值微薄的信用卡
是在户内，
但获取大量钱款是在户外，
受害人的财产权明显从户内就已经受
到了侵害。本案中，电动车钥匙也是
有效控制户外电动车的有效载体，入
户盗窃车钥匙，就可以较为容易的控
制户外的电动车。因此，从户内窃取
车钥匙的那一刻起，王某就侵害了受
害人对户外电动车的形式占有权，对
王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第四，
从司法效果来看，
如果本案
对王某的前后两个行为单独进行评价，
王某的行为可能构成盗窃未遂，
那么就
会造成失之于宽的不良后果。刑法修
正案之所以修改盗窃罪，
在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中增加入户盗窃的条款，
并不
设置次数和数额的限制，
就是充分考虑
到了入户盗窃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在现实生活中，
入户盗窃不仅侵犯了公
民的住宅权，
而且入户盗窃极易转化为
入户抢劫，
给室内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回到本案中，
虽然王某仅在户内窃取了
电动车钥匙，
在户外盗走了电动车，但
其行为仍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
仍
需将其前后两个行为作为一个整体，
总
体认定为入户盗窃较为合适。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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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
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5日裁定
受理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9月5日指定
清算组为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16日前向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与新十八大街交汇处82号信阳市住建
局；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607609458李冰）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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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
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周乔明的申请于2018年8月16日裁定受理对被
申请人江苏医邦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
月22日指定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为江苏医邦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
请相关债权人于2018年11月6日前向管理人【地址：
江苏省南
通市工农路533号阳光尚座（金公馆631-639室）江苏紫琅律师事务
所；邮编：226007；联系人：章国樑、葛卫华，联系电话：051385227753】书面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交债权成立的相
关证据资料。逾期未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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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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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医
邦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如皋
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和授权委托书。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3日，本院根据申请裁定受理江苏五丰置业有限公
司、昆山五丰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二案，并于2018年8月
29日指定江苏五丰置业有限公司、
昆山五丰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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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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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解释
林 洋 黄庆华
网约车与顺风车交叉时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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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林 高兴兵 李 劼
承包人在建设工程中使用侵犯商标
权商品的行为性质 刘震岩 王 倩

算组担任管理人。请2公司债权（权利人）在2018年11月30日前向江
苏五丰置业有限公司、
昆山五丰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权利），
书面说明债权（权利）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以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等情况，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权利）邮寄及现场申报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长江北路555号五丰广场售楼处；邮政编码215000。固
定 电 话 ： 0512- 50161971/50163701/50161205/50161167/
50161631/；手 机 ：15162707789/18761665142/19962795607/
17372688706/17315423925；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报咨询点：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 1888 号浦东大酒店，联系电话：15151485312/
18912846812；上海市徐汇区申报咨询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2525号锦江都城酒店，联系电话：15705166518/13311870529。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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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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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五丰置业有限公
司、昆山五丰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江苏五丰置业有限公司/昆山五丰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权利）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及方式待确定后另行通知。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因丹阳市江南工业炉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
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裁定终结丹阳市江南工业炉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盐城扬歌电声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4 月
27日裁定受理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
定江苏辰庚律师事务所为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因
江阴市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提交账册缺失，管理人未取得
公司全部账册。管理人根据现有账册对江阴市鸣宇电子有限公司
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状况进行审计。2018年8月8日，本院主持召
开江阴市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初步审
查及债权人会议核查，截至2018年8月8日，无异议债权数额已达
14111035.05元，财产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现债务人财产评估价值为
5199353.04元。本院认为：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之规定，
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裁定宣告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破
产。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