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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例大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法律启示
民 商 焦 点

●

◇ 朱静洁

近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淘宝 （中
国） 软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美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美景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淘
宝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200 万
元。该案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是作为
我国首例互联网大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其中涉及的大数据能否成为民
事权利客体、如何把握网络运营商对原
始网络数据的权利边界、网络运营商对
其开发的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
等争议问题都殊值关注。

一、大数据能否成为民事权
利客体
所谓大数据，是指经过技术处理后
具有较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
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
信息资产，其区别于通过常规软件工具
捕捉、处理的简单数据集合。大数据既
不是物，也不是智力成果，其具备无形
性和非独占性的特点。作为互联网信息
时代的产物，大数据本身并非实体，其
需要依附于载体存在。同时，大数据不
具有独占性，任何主体均可通过不同方
式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收集数据，数据
更不会因某一主体的收集、使用而消失
或减少。
但是，大数据的无形性与非独占性
并不影响人们将其作为民事权利客体加
以支配和控制。本案中，原告淘宝公司
通过对大数据的支配及控制准确把握用
户的兴趣、习惯、个人喜好、交易记录
等，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定制产品
及服务，不仅能够增强用户黏度，还能
够大大提升盈利机会。同时，大数据能
够帮助淘宝公司进一步细分用户市场，
参考用户在淘宝平台中的“数据标签”

析 疑 断 案

向用户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商品或服
务，显著提升淘宝公司的运营效率。可
见，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已不再仅是一
种信息分析工具，大数据本身已具有极
高的商业价值，并能够作为产品进行交
易，具备财产属性。另外，大数据虽然
来源于用户信息，但其在经过淘宝公司
以特定算法深度分析过滤、提炼整合及
匿名化处理之后，已形成了独立于网络
用户信息和原始网络信息的数据内容，
具备明显的独立性。综上，大数据仍然
具备民事权利客体所要求的财产性及独
立性，其应当被认定为一种新型民事权
利客体。

二、如何把握网络运营商对
原始网络数据的权利边界
原始网络数据既包括用户个人信
息，如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
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也包
括网页浏览记录、购买记录、通话记
录、实时位置信息等涉及用户敏感信息
的网络行为痕迹，还包括其他用户信
息。用户基于服务合同向网络运营商提
供用户信息以换取其服务或产品，网络
运营商收集、整理用户信息，投入人
力、物力将其数字化为原始网络数据，
网络运营商应当对原始网络数据享有相
应的民事权利。但是，原始网络数据的
内容并未脱离原始的网络用户信息，原
始网络数据仍受制于网络用户对于其所
提供用户信息的控制，故网络运营商不
能对原始网络数据享有独立权利，仅能
依据与网络用户的约定对原始网络数据
享有有限使用权。
网络运营商对原始网络数据的有限
使用权，主要体现为其对用户个人信息
和涉及用户敏感信息的网络行为痕迹信
息的有限使用。首先，网络运营商在公
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涉及用户敏感信息的网络行为痕迹信息
时，应当取得用户的明示同意，并向用
户公开使用规则，明确说明数据信息的
使用目的、方式及范围。其次，网络运

【案情】
吴某与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
法院审理中达成调解协议，
内容为：
陈某
欠吴某的 60 万元自 2017 年 9 月开始分
15 个月履行完毕。然而陈某履行十个月
后不再给付，
吴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立案后，及时向陈某发出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
并及时采取网络查控和
传统查控，并对陈某实施了限制消费和
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多种执行措施，
但仍然没有执行到位。申请人提出对陈
某一人投资经营的天津市某药房有限公
司实施冻结药品经营资格。

【分歧】
对于能否冻结执行药品经营资格，
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药品经营资格
能够冻结执行。由于药品销售经营资格
是特种经营，
当然具有较高财产价值，
且
这种经营资格本身就是公司盈利的主要
方式，
构成该公司的无形资产权，
法院可
以采取查扣冻等措施。
同时，
法院对该经
营资格采取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38 条规定：被执
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的，人民法院有权
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
扣押措施。

三、网络运营商对其开发的
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
一方面，网络运营商通过支付合理
对价合法收集用户数据，依据公平原则
网络运营商理应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网络运营商收集用户数据是以免费或低
价向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作为对价的，
用户在获取网络营运商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时不需要直接支付金钱，而是需要以
提供数据、注意力的方式支付对价。网
络运营商必须持续性投入大量资金、技
术、人员来满足用户对于产品或服务的
需求，从而获得用户数据，因此网络运
营商对于合法获取的数据应享有相应的
民事权利。
另一方面，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还需
要经过整理、分析、匿名化处理后才能
成为大数据产品，大数据产品作为与原
始用户数据无直接关系的衍生数据，已
经独立于原始的用户数据，网络运营商

本案中的药品经营资格就是“其他
财产”
范畴，
法院可以向有关部门发出执
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相关部门
应当协助执行。并且，冻结该经营资格，
实质上是对被执行人盈利能力的一种限
制，
并不构成对该公司自主经营的限制，
反而可以促使被执行人迫于执行压力而
主动履行义务。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药品经营资格
不具备可执行性而不能冻结执行。一是
该经营资格不具备民法上财产的概念，
物权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物，包括
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
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该药品经营资格
是否属于其他财产，
没有明确规定，
不能
突破执行。同时该经营资格不具备可执
行性，由于药品销售经营是一种特种资
格，
不是所有市场主体都可以申请取得，
需要行政许可，即使相关机关予以协助
冻结，
也不能经法院处置转移过户，
就达
不到相应法律效果。
当然，
由于获取该经
营资格是公司盈利的前提条件，其具有
一定时效性，
因此建议临近期满时，
法院
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对陈某经营公司再次申请续期时，因其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应从严审查
许可。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药品经营资

格是否具备财产属性？是否属于可执行
的财产范畴？执行中如何处理？笔者同意
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下：
财产权界定是个复杂问题，本案仅
讨论药品经营资格是否属于“其他财产”
的范畴。最高院在 2010 年给安徽高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能否查封药品
批准文号的答复》中明确，
“药品批准文
号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准许企业生
产的合法标志，该文号受行政许可法的
调整，
本身不具有财产价值。
因此法院在
执行中对药品批准文号不应进行查封”。
在 2005 年《人民司法》的司法信箱栏目
回复中也提到对特种行业经营许可权的
财产属性界定，认为许可证是一种资格
的授予，
其依附于该特定企业，
本身不具
有独立性，
也不具有单独的财产价值。
笔
者了解到，
各地法院对诸如“燃气经营许
可”“客运线路经营”
“烟草经营许可”
等
均含有一定财产权益的特种经营权，大
多认为其具有准物权特征，但是不能直
接采取传统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查
封、扣押、冻结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若干问
题的规定》中仅是强制被执行人不得移
转、不得设定权利负担且不得存在有碍
执行效果的行为。
本案被执行人是陈某，而药品经营
资格是登记在公司名下，对于一个自然
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个人独资

本院根据辽阳国建化工厂的申请于2018年9月12日裁定受理该厂破
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辽阳国建化工厂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辽阳国建
海南兴瑞泰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千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千 化工厂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15日前，
向辽阳国建化工厂管理人（通信
博三城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三鼎顶旅游业开发有限公司、海 地址：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八一街48号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
南千博鼎顶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伟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 111000；
联系电话：
0419-4128822-8006、
15809830166）申报债权，
书面
南千博由一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千博胜业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蒋 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晓松、
昌文莉、
胡书红、
王平静、
张春龙：
本院受理上诉人赫英伟、
海南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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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乐城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15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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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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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辽阳国建化工厂的债务人或
决为终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辽阳国建化工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
于都县福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赖东望与被申请人 于2018年11月19日9时在本院二楼七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
于都县福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宝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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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申2071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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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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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破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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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申请人郭梅兰的申请裁定受理靖江市徐建汽车配件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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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江苏天地杰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
靖江市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该公司破产管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鲁03破申43
理人【处理事务地址：
靖江市国贸中心11楼B座(江苏天地杰律师事务所)；
邮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申请人张法国、
张中华、
陈加章对被申请人淄博煜祥建
政编码：
214500；
联系人：
倪玲燕；
联系电话：
13961028829】申报债权。
第一 陶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并指定本院审理淄博煜祥建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一案。
本院于2018年9月5日立案受理，
并指定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为淄博
召开，
靖江市徐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破 煜祥建陶有限公司管理人。
淄博煜祥建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
产案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31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颐泽将军大道160号2楼202
本院根据江阴长三角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14 室；
邮政编码：
255100；
联系人：
高金哲；
联系电话：
13583352414）申报债权。
未
日裁定受理江苏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下称
“裕华公司”
）破产清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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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同日指定无锡方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江苏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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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人（下称
“管理人”
）。
裕华公司的债权人应自通知之日起至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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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阴市青阳镇圣杨路七号；
邮政编码：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淄博煜祥建陶有限公司的债务
214400；
联系人：
江苏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张罗凤；
电话：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18114853385）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定于2018年11月9日下午14时在淄川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法庭召开。
依
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裕华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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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5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 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
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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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
议。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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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在此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智力劳动成
果、人力及物力，理应对大数据产品享
有财产性权益。
同样以本案为例，淘宝公司开发的
大数据产品 （即“生意参谋”） 虽来源
于原始网络数据，但经过淘宝公司的深
度挖掘、算法过滤、匿名化处理后已不
再仅仅是普通用户信息的集合，而是独
立于原始网络数据并具备预测分析、智
能 决 策 功 能 的 大 数 据 产品 。“生意参
谋”数据产品的数据内容是由淘宝公司
长期投入人力、物力积累而成，该数据
产品的应用能够帮助淘宝公司提升经营
水平，从而为其带来相当的商业利益及
市场竞争优势，故淘宝公司对其开发的
大数据产品应当享有财产性权益。
法院判决书中虽未明确网络运营商
对大数据产品享有的财产性权益的具体
范围，但参考大数据产品的特征及相关
法律文件的规定可以确定判决书中财产
性权益至少包括：第一，网络运营商有
权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其开发的大数据
产品；第二，网络运营商有权处分其开
发的大数据产品，网络运营商既可以通
过出售、转让等方式处分大数据产品，
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彻底毁灭其开发的
大数据产品；第三，网络运营商有权享
有大数据产品带来的经济收益，大数据
产品自身具备实质性的商品交换价值，
同时大数据产品的应用也能够为网络运
营商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
目前，大数据产品在我国的发展尚
处在初期，相关法律法规仍处于探索创
立阶段，法官在相关案件的审理中应保
护大数据产品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及网络
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严厉惩治涉及大
数据产品的违法行为，积极探索创立相
关的裁判规则。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规
范大数据产品的开发及应用活动，充分
调动网络运营商开发、使用大数据产品
的创新主动性，从而促进互联网数据流
通，推动我国大数据产业的稳步、快速
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药品经营资格能否被冻结执行

●

◇ 丁津翠 杨元亨

营商公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用户个人
信息、涉及用户敏感信息的网络行为痕
迹信息时还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原则，对于相关数据的处理和保存
应遵循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
约定。
以本案为例，淘宝公司已向用户公
开了对用户个人信息、含用户敏感信息
的网络行为痕迹信息及其他用户信息的
《法律声明及隐私权政策》，另外淘宝公
司在用户注册淘宝账号时已通过服务协
议取得了用户对淘宝公司收集、使用用
户相关信息的明示同意。此外，淘宝公
司对于原始网络数据的收集、使用手段
合法，其目的是在将原始网络数据进行
建模分析、匿名化处理后，用于开发大
数据产品，再通过大数据产品为淘宝公
司及其用户的经营活动提供智能参谋服
务。简言之，淘宝公司收集或使用原始
网络数据的方式、范围及目的均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双方的约定，其行
为未超出正当行使原始网络数据有限使
用权的范围。

企业），在执行陈某个人债务时，能否直
接执行其投资经营的公司财产？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
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
对于
一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不能证
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时，可以
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被执行主体反过来，
能否依此类推？
目前突破法律规定的执行尚有风险。实
质上，冻结该经营资格是一种间接强制
执行措施，是指法院通过对被执行人施
加人身、经济或者人格尊严上的制裁，
迫
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措施。包括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发布悬
赏令等。
对于类似经营资格的强制执行，
2016 年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中规定对被执行
人从事药品等行业施加限制 （即第二十
七条）“……限制从事药品、食品等行
业““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为从事药
品、食品安全行业从严审批的参考
……”根据该备忘录，对于本案，法院
可以要求相关机关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作为从事药品、食品安全行业从严审批
的参考，在药品经营许可证续期时从严
审查，对被执行人形成威慑制裁，迫使
其履行义务。
（作者单位：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26日（总第7482期）

清算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以（2018）粤01强
清95-1号民事裁定受理了广东省侨汇粮油食品公司对广东侨润贸易公
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
并依法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为清
算组。
广东侨润贸易公司的有关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者，
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广东侨润贸易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归还财产。
清算组通讯地址：
广
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3号广发银行大厦20楼；
联系人：
倪烨中；
联系电
话：
020-87311008。
广东侨润贸易公司清算组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张立新、
李锐锋、
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云
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楚雄润泰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金
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楚雄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
昆明市官渡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11
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354号
案件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
信息公开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
并定于2018年7月24日上午9时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开发区兰德玛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张旭华、
天津鑫意祥
工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邱宏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767号上诉案件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福州超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超大微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福
建超大农业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绿色超大微
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惠安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南京超大生物有机肥有

■热线电话：
（010）67550705
■电子信箱：msss@rmfy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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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探 讨
当前实务中对用人单位违反劳
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拒绝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法律责任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
有的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八条，有的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还有的判决
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 第十
六条第二款等等。以上法律适用
是否正确以及有无更合理的法律
适用方法值得探讨。
一、用人单位拒绝履行续订义
务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了两种用人单位应当续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即劳动者在
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
两次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
动者要求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用人单位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
终止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将

反劳动合同订立形式的法律责任，
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也是违反订立要
求的法律责任。因此，将第八十二
条第二款解释为违反劳动合同订立
形式要求的法律责任更符合体系上
的一致性。从立法目的上看，保护
劳动者稳定工作的权利是劳动合
同法的核心价值，因此侵害劳动
者稳定工作的权利应该承担最严
苛的法律责任。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
法律责任相对较轻，所以对违法
终止劳动合同适用强制续订或按
照两倍经济补偿金支付赔偿金，
而违反订立形式义务从违反义务
之日起支付二倍工资至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之日止，更符合课责上的
责任相当原则。
因此，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应作限定性
解释，即适用于劳动合同期满后
用人单位持续用工而未订立书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用
人单位违反续订义务而违法终止

用人单位违反续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
◇ 罗 勇
用人单位违反续订义务的行为解释
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符合法条的
文义。劳动合同法起草小组编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理解
与适用》 一书在注释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八条时也认为违法终止劳动合
同包括违反续定义务而终止和违反
延缓义务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
条） 而终止。
强制缔约义务并不能代替订立
合同所必要的要约和承诺，其法
律责任形式是强制订立合同或赔
偿损失。用人单位违反续订义务
时，劳雇双方并不存在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关系，故适用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八条判决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是不适当的。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的继续履行责任适用
于违反延缓义务而终止。由于劳
动合同法在法律责任部分没有明
确规定违反续订义务的法律责
任，裁判者可以适用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判决续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仅
主张赔偿损失，则可适用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七条，即依照经济补
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二、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的是违反劳动合同订立形
式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
的适用条件究竟为何值得探讨。该
法条规定的法律责任是“自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用人
单位违反续订义务而终止劳动合
同之后，由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工资便丧
失了基础。因此将该法条作为违
反续订义务的法律依据存在解释
上的悖论。从体系上看，劳动合
同法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是按照劳
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和
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的顺
序编排的。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
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是违

限公司、
无锡超大微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
福建浩伦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郭浩（郭建军）、
吴少宁、
山西天行若木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浩伦生
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莆田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江西南丰超大生物有机
肥有限公司、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六合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
司、
山东潍坊超大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福建超大集团有
限公司诉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营业部及原审被
告福州超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超大微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福建超
大农业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绿色超大微生物
有机肥有限公司、
惠安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南京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
司、
无锡超大微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
福建浩伦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郭浩（郭建军）、
吴少宁、
山西天行若木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浩伦生物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莆田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江西南丰超大生物有机肥
有限公司、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六合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超大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907号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
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郭浩和吴少宁为3个月内）内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南京）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孙中贤：
本院受理刘磊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山西舜之元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捷飞商贸有限公司、
郭锐、
崔丽萍、
王
战永、
马萍萍、
郭相太、
朱晋桃：
本院受理原告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长风街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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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
求判令：
1、
请求判令被告山西舜之元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85万元，
利息47911.16元，
罚息153214.09元(利息起始日期为2017年
4月19日，暂算至2017年12月22日，以185万元为基数计算)，共计
2051125.25元，
以及自2017年12月23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
息；
2、
请求判令被告山西捷飞商贸有限公司、
郭锐、
崔丽萍、
王战永、
马萍
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判令被告郭锐以其名下权证编号为
140001480722的BMW3201汽车、
被告崔丽萍以其名下位于太原市富

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则不应适用
八十二条第二款。
三、《解释》 第十六条第二款
不应继续作为违反续订义务的法律
依据
《解释》 第十六条第二款系对
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法律责任
所作的补充性解释。在劳动合同法
出台之后，《解释》 第十六条第二
款是否还能够继续适用于用人单位
违反续订义务不无疑问。
首先，《解释》 第十六条第二
款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相冲突。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对
用人单位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规定了
惩罚性赔偿责任，而 《解释》 第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补偿责任，
即按原劳动合同确定权利义务。
其次，《解释》 第十六条第二款存
在法理缺陷。尽管劳动者享有强
制缔约权，但仅凭劳动者的单方
意思不能在劳雇之间建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仍然需要用
人单位作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意思表示方可成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在用人单位违法
终止劳动关系时，用人单位应承
担强制续订或者赔偿损失的法律
责任。“视为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
劳动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与法理
相悖。因此，《解释》 第十六条第
二款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冲突，
且与法理相悖，不应继续作为追究
用人单位违反续订义务的法律责任
的依据。
综上，用人单位违反续订义务
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
款或者第八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二条第二款适用于用人单位持
续用工而未订立书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情形。《解释》 第十六条
第二款因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相冲
突且与法理相悖，不应作为用人单
位违反续订义务法律责任的依据。
（作者单位：湖北维思德律师
事务所）

力城小区A12楼第12幢1单元2502号房产(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号为
(2009)并商房预售字第0043号)对(0500小)晋银借字(2016)第005号《借款
合同》履行担保义务；
4、
判令原告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长风街支行作
为抵押权人，
对被告朱晋桃、
郭相太名下位于北河湾路57号2幢一单元5层
14号的共有房产(房权证并字第00558189号)拍卖、
变卖所得或折价享有优
先受偿权；
5、
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
律师代理费等实现债权的全
部费用由八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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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西]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刘建立：
本院受理原告王少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
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
（2018）晋0109民初2850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
诉讼请求：
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20万元、利息67.2
万元及自2018年7月24日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月息2%）和
违约金；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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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李连军：本院受理原告王贵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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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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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的第3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盂县人民法院
方小大（610426198504283514）：
本院受理原告高陵恒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诉讼请求：
1、
依法解除原
告和被告于2011年6月28日签订的合同登记号为2012-1389号《商品
房买卖合同》，
并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撤销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备案登记相关的手续；
2、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3149.6元；
3、
被告向原
告支付因被告逾期代偿产生的相关费用共计3065元；
4、
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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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至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陕西]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