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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莉玲

网络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
其周边衍生产品的出现。网络游戏直播
就是其中一个，斗鱼、YY 等网络游戏直
播平台已形成了独特、完善的行业生态
环境，包括游戏主办方、直播平台、生产
商、运营商、游戏主播及玩家等多方主
体。网络游戏直播给网络产品发展带来
良好契机的同时也给法律带来了新的问
题。立法不可避免的有相对滞后性，同
时对作品独创性认定缺乏统一有效的评
价标准，以及网络游戏直播行业本身的
复杂性，导致网络游戏直播行业存在法
律规制上的困境。本文主要就网络游戏
直播与侵犯著作权罪展开讨论。网络游
戏的著作权本身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认
定相应的行为是否侵权时较一般的侵犯
著作的认定更为复杂，且刑法中关于侵
犯著作权罪的解释在理论上一直存有争
议，加之网络游戏涉及的行为主体多、形
式特别等特点，如何正确地对网络直播
进行法律规制值得注意，既要保护网络
游戏及衍生产业的发展，又要约束违反
法律的行为。
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使用游戏画
面、声音等是否侵犯网络游戏产品的著
作权是最主要的争议问题，要理清该问
题就要对网络游戏的著作权及什么样的
行为符合侵犯著作权做出合法合理的理
解。我国刑法对著作权有相关规定，侵
犯著作权罪中的第一种情形是指以营利
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
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
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违法所得数额
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一、如何理解网络游戏直播中
的
“以营利为目的”
侵犯著作权罪中“以营利为目的”，
是指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侵犯他人著作
权的行为,获取经济利益。如果行为人

析 疑 断 案

●

◇ 朱凤菊
案情

2014 年 8 月 12 日凌晨，河南省商
水县青年张某、王某、赵某预谋并分工
后，在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某小区大门
口，张某将被害人停放的奔驰车的左右
两 侧 倒 车 镜 镜 片 （经 鉴 定 价 值 9150
元） 掰掉并藏匿，在现场留下写有带手
机号的纸签。经短信联系，向被害人索
要 1000 元，被害人汇款 1000 元后，在
短信告知的地点找到该镜片。后三人以
同样的方法在省内外多地疯狂作案 29
起，卸掉倒车镜镜片轿车多为宝马、路
虎、奔驰、英菲尼迪、保时捷等豪车，
共计 55 片倒车镜，价值 148600 余元。
三人共向被害人勒索钱财共计 15400
元。

分歧
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对本案的定性
颇有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认定为敲诈
勒索罪。认为行为人盗窃高档车倒车镜
藏匿行为只是敲诈勒索手段，其主观并
无占有倒车镜的目的，而是利用持有倒
车镜对车主进行要挟，进而敲诈财物，
因此，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

客观上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的
行为,但主观上没有营利的目的,则不构
成本罪。网络游戏直播基本没有以付费
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直播平台免费观
看，只存在点击量、访问量和数据流量
等，
如果要以现行刑法进行规制，
如何确
定其有盈利的目的及营利数额的确定标
准是问题的关键。理论上关于“以营利
为目的”
的存废及如何理解，
有以下几种
观点：
第一，从立法上排除“以营利为目
的”的规定。纵观国外立法情况，很多
国家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均无犯
罪目的的规定,以使非营利性的侵犯著
作权犯罪能得到有效制裁，更好地保护
著作权。随着著作权保护种类的扩大及
侵权手段的出新,很多侵犯著作权的行
为已经不完全符合当前的判断标准但却
是应当规制的，比如本文所讨论的网络
游戏直播的侵犯著作权行为，有的情况
下，我们很难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出于营
利的目的。如果因循守旧,不从实质危
害角度考虑，而仅仅拘泥于犯罪人的心
态，势必在很多情形下会造成对犯罪的
放纵，同时也削弱了著作权的保护力
度。
第二，保留“以营利为目的”的规
定。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已有民事制裁
和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则要求该行为产
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现实中侵犯著作
权的行为很多,只有当行为产生严重危
害后果时才能适用刑法评价，这是刑
法谦抑性的体现也是保护行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保留“以营利为目的”的
规 定 但如 何 理解该 规定也存 在分 歧 。
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求行为人具有
故意并且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时，就推定该行为人具有营利的目
的。该观点是不可取的，首先，行为
人主观方面具有故意并不等于其具有
营利的目的，此种推定也不存在科学
合理的逻辑关系。其次，该观点不符
合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
人的行为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是
人为的推定符合。最后，这样理解刑法

条文是类推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
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刑法的原则、不利于
保障人权同时也超过了国民的可预测
性。第二种观点认为，严格按照本罪的
犯罪构成，从主客观方面综合全案证据
分析是否存在以营利为目的，如果不存
在，则不构成本罪。

二、网络游戏直播是否是“复
制发行”行为
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制、录音、录
像、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
的行为。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
要求,通过出售、赠与等方式向公众提
供一定数量的作品的原件、复制件的
行为。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对网络游
戏画面的利用是否属于复制行为，通
过直播平台向观看者传播又是否属于
发行都存在争议，而且刑法理论上对
于如何理解复制发行二者的关系也存
在争议。
首先，网络游戏直播时利用网络游
戏的画面、音效等是否属于对网络游戏
的复制有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
为，复制的理解中包含了“录音、录
像”等方式，网络游戏的直播相当于对
原有作品进行了录音录像，且对复制的
定义本就是不完全的列举，将这样的行
为理解为复制并没有超过其本身所包含
的意思。否定说则认为，通过网络直播
并没有对游戏画面、声音等进行复制，
游戏直播是为了让观看者看到其他玩家
玩游戏的情况，对游戏画面、声音等方
面的利用属于合理使用，只是辅助完成
游戏直播。理论和实务中支持肯定说的
较多。
其次，对直播行为是否是“发行”
也有不同的理解，肯定说的理由是网络
游戏直播通过直播平台向大众提供了游
戏的内容，包括游戏的画面、声音、流
程等，完全符合发行的定义。否定的观
点则认为，网络平台直播的行为与“发
行”行为定义的赠与、出售等行为模式
不具有相当性。对法律条文中不完全列

三、
违法所得数额的界定
本罪的构成要求违法所得达到一
定数额，正如前文所述网络游戏直播
基本没有通过收费的模式进行，部分
网络游戏直播时有广告赞助或者广告
收益。根据司法解释的观点此类刊登
广告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以营利为目
的，广告收入则应算做违法所得。但
其他没有广告收入的网络游戏直播如
何界定其犯罪数额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司法解释中关于“以营利为目
的”的界定是不完全列举，其他利用
他人作品牟利的情形，有着较大的解
释空间。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较大的
点击量、访问量会带动数据流量，运
营商与网络游戏直播都有一定的利润
空间，具体案件中应当综合所有情况
计算其犯罪所得，达到本罪的数额要
求才能定罪。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偷掰藏匿豪车倒车镜勒索钱财如何定性
罪。行为人以破坏性手段盗窃倒车镜片
的行为，客观上也造成被害人因修理、
重新安装倒车镜片产生的利益损失，故
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其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审判实践
中，行为人以勒索钱财为目的，盗窃他
人财物的事情时有发生。审理此类案件
时，有的法官对于以非法占有目的敲诈
勒索罪的行为本质等因素缺乏认真研
究，仅凭直觉便认为，行为人盗窃的目
的是勒索钱财，并不想占有被盗窃物
品，便轻松得出结论，直接否认盗窃
罪，不仅不能准确地把握犯罪行为内
涵，更不能体现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我们来分析本案：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所谓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对他人实施威胁 （恐吓），索取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
为。本案中，被告人盗窃的对象是倒车
镜，被害人的倒车镜被盗，仅造成驾车
出行不便，即使行为人不能返还倒车
镜，被害人仍可重新购买安装，利用倒
车镜去恐吓被害人，不至于使被害人产
生恐惧心理，只是让其困惑、苦恼而

已。而对于被害人按被告人要求给予其
钱财赎回倒车镜的行为，仅出于避免重
新购买造成更大经济损失的考虑。因
此，被告人利用倒车镜去勒索财物的行
为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
罪构成。按照刑法理论，
成立盗窃罪，
除
客观上具有法定的违法行为要件、
责任要
素要件外，
还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本
案中，
被告人偷掰倒车镜无疑是一种盗
窃行为，
但能否构成盗窃罪，
关键要看是
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表面上看，被
告人盗窃倒车镜，目的是勒索车主的钱
财，
只要车主按要求交付钱财，
倒车镜就
会完好无损地回到车主手中，对于倒车
镜，行为人似乎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被告人在实施盗窃倒车镜的行为时，具
有盗窃的直接故意即主观上具有明知是
他人的倒车镜，
而积极占有的意思表示；
被告人在窃取倒车镜的同时，已实际排
除了被害人对倒车镜的占有，
建立了自己
的支配占有，
即具有了“排除意思”；
被告
人将倒车镜窃取的目的，
是享有倒车镜能
够勒索钱财的利用价值，
实际上也实际享
受利用价值，从中勒索了数额巨大的钱
财。因此，
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侵财类
犯罪“非法占有的目的”
法律特征，
而基
于此目的，
所实施的盗取他人倒车镜的行

申请，
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02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
理债务人韶关市鸿峰特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并于2018年4月24
本院根据王瑛的申请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裁定受理广东中岱 日裁定将此案交由本院审理。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管理人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 韶关市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
韶关市工业东路24号综
务所担任广东中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2018 年 6 月 1 日， 合楼二层公信公司；邮政编码：512000；联系人：吴宇洲；联系电话：
本院根据广东中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广东中岱企 18927895158）申报债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2017年
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解。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2月30日之日起停止计息。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深圳市格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祥腾磁业有限公司向本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债务人韶关市鸿峰特钢有限公司的
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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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和听证通 议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二楼第二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
知书。
因你公司不能清偿对深圳市吉祥腾磁业有限公司的到期债务并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
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
深圳市吉祥腾磁业有限公司依法向本院申请你 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司破产清算。如你公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
本院根据唐山市丰南区金浓化工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冬梅、
董丽华、
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8 杨培、
刘维平的申请，
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受理唐山科力恒久电力技术
年9月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
你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案，
并指定唐山新生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自本公告发 为唐山科力恒久电力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唐山科力恒久电力技术有
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0日内，
向管理人（地址：
唐山
本院根据债权人兰溪市万盛达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2 市丰南区清源街53号；
电话：
03158591898）申报债权。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月8日裁定受理怀集县集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
年5月7日指定肇庆市祥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怀集县集美新材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唐山科力恒久电力技术有限责
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请你在2018年9月1日前向管理人肇庆市祥信会 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唐山科力恒久电力技术有限责任公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广东省怀集县怀城镇民安路3号，即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第65日在唐
肇庆市祥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怀集办事处；
邮政编码：
526400；
联 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
系 人 ：黄 华 青 ；联 系 电 话 ：办 公 电 话 0758- 5866106，手 机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13827589185，
电子邮箱：
292538744@qq.com）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
本院根据唐山市丰南区金浓化工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冬梅、
董丽华、
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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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申 刘维平、
李新蕊、
李振东、
高凤敏、
齐术云的申请，
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受理河
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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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环湖商贸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指定唐山新生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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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为河北环湖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河北环湖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费用。本院定于2018年9月18日15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召开第一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0日内，
向管理人（地址：
唐山市丰南区清源街53号；
电
次债权人会议，
请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委托代 话：
0315-8591898）申报债权。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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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条件行使权利。
河北环湖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北环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湖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 第65日在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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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怀集县人民法院
湖北同德贸易有限公司、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良友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湖南久千钎具有限公司的 贸运有限公司、武汉市洋仕贸易有限公司、武汉市长兴行贸易有

送达破产文书

举的情况做出理解，要求与前列举行为
有一定程度、性质等方面的相当性。司
法解释中对于“发行”的理解是赞成肯
定说的。2011 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定义了“发行”行为，包括总发行、批
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
展销等活动
除了关于网络游戏直播行为是否
是“复制发行”行为的理解关系到该行
为能否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理论界关于
复制发行二者的存在形式也有争论，同
时对定罪也产生影响。对条文中“复制
发行”的理解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复制发行”二者是并且
关系，即复制且发行。符合该罪则要求
行为人既实施了复制行为也实施了发
行行为，二者缺一不可。第二种观点认
为“复制发行”是或然关系，即复制或者
发行，二者择一即可满足本罪的犯罪构
成要求的行为模式。第三种观点是折
中观点，既包含单独的复制、发行行为，
也包含复制且发行的行为。

为，
已构成盗窃罪，
对于其事后没有将该
倒车镜随身带走，
而是藏匿于小区隐蔽处
是对被盗物品的处理，
不影响盗窃罪的成
立。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与故意毁
坏财物罪是牵连犯。本案中，被告人盗
窃倒车镜时，所采取方法是掰掉倒车镜
后秘密带走，盗窃的方法行为同时又对
车主的车辆造成实际损害，即也触犯了
故意毁坏财物罪这一罪名，按刑法理论
对牵连犯“择一重处罚”
。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
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
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
一重罪从重处罚。
”而将盗窃罪与故意毁
坏财物罪进行比较，显而易见，盗窃罪
的法定刑要高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因
此，对于本案，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更
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因此，对
于本案，只有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认
定其构成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牵
连犯，按“择一重处罚”的原则，按盗
窃罪定罪处罚，才能够更好实现罪、
责、刑相一致的刑罚要求。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13日（总第7381期）
限公司、湖北良友粮油有限公司、湖北新千商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申请人武汉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们申请破产清算
案，已经裁定受理申请人武汉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你们
的破产清算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鄂 0103 破申 1、
2、3、4、5、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6日依法裁定受理常熟市骏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请你在
2018 年 9 月 6 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沈金荣律师；手机号码：
13906207303；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北门大街虞景文华8幢3楼（天泽
王梓楼楼上）；
邮政编码：
215500；
电话：
0512-52165237；
管理人工作网
址：
www.pccz.court.gov.cn】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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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申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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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20日下午13时30分在江苏省常熟市中汇戴斯
大酒店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请准时参加。[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7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信丰县兴达活性炭有限公司的申
请，
裁定受理了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
指定江西公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
并发布了申报债权的公告。
2018年6月6日，
债务人向本院提出破产重
整的申请。
经审查，
该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本院已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为
更好的保护债权人利益，
现将原债权申报期限延长至2018年7月16日，
本
院将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信丰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
址：
江西省信丰县嘉定镇阳明北路2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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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江西]信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受理的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上海浦

P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RMFYB.COM

一 案 一 议

上下游犯罪数罪并罚不宜适用缓刑
◇ 郑永建 金亮君
【案情】
2016 年 3 月底，被告人陈某在
未取得“立白”“汰渍”等注册商
标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委托
被告人杨某在 p 县某塑业有限公司
内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洗衣粉
包装袋。2016 年 4 月 1 日，p 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查获非法制造的
印有“立白”和“汰渍”商标标识
的洗衣粉包装袋 2.6 万件和 2.8 万
件，印有“立白”“汰渍”“碧浪”
商标标识的洗衣粉包装袋彩膜 6.5
万件。以上犯罪事实被查实后，被
告人陈某、杨某合谋决定指使王某
顶替二人向公安机关投案承担责
任。由被告人杨某以某塑业有限公
司的名义与王某签订虚假厂房租赁
协议，并将该公司的运营情况及被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情况予以说
明。2016 年 5 月 18 日，王某到公
安机关做虚假投案供述，意图包庇
陈某、杨某。陈某、杨某因犯非法
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妨害作证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八个
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零
四个月。

【分歧】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
人陈某、杨某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
标识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后
能否适用缓刑。
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缓
刑。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适用缓刑。

【评析】
司法实践中，数罪并罚能否适
用缓刑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仅
从单一犯罪适用条件上考虑，可能
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但结合刑法第

七十二条和第七十四条规定，缓刑
的适用主要应具备刑种条件、实质
条件和排除条件，而上下游犯罪数
罪并罚具有一定特殊性，对于该类
型犯罪应综合考虑数罪的逻辑关系
及整体适用缓刑所形成的判决导
向。为此，对于该案争议，笔者同
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上下游连续犯罪反映社会危
害性较大。司法实践中，犯罪情
节主要考虑犯罪动机、主观犯意
是否过失、犯罪形态抑或犯罪预
备、中止或未遂，悔罪表现主要
考虑是否自首、立功或主动退赃
赔偿等。
上下游犯罪因果联系反映主观
故意严重。本案中，上游犯罪非法
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与下游犯罪妨
害作证罪，构成事实上的因果联
系，前罪客观上致使被告人陈某、
杨某逃避刑事责任继而犯新罪。在
该特定情形下，两项犯罪行为之间
构成充分不必要的联系。因此，从
主观要件和过错程度上反映被告人
陈某、杨某主观故意严重，不具有
悔罪表现，不符合缓刑适用法定条
件。
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杨某两
项犯罪行为如果割裂开考虑，很可
能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但事实上却
形成不良社会导向，导致罪刑不相
适应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刑罚的
适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犯罪态势
的发展变化，即在具体案件中是否
适用缓刑亦要考虑犯罪行为之间的
逻辑关系和判决的社会效果。因
此，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杨某依法
不适用缓刑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
基本原则。
（作者单位：浙江省平阳县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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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证券公司虚假陈述案件的裁判思
路
夏丽华 鲍 刚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更正日的判
定
曹明哲
证券虚假陈述中三个时间基点的
意义与认定
孙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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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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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作出（2017）沪 0115 破 36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洪伟的申请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浙1003破申9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浙江宇商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并于2018年6
月4日作出（2018）浙1003破8号决定书，
指定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
浙江宇商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17日之前向浙江
宇商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金茂
中心16楼009办公室；
邮政编码：
318000；
联系电话：
0576-88816626、
18815202224；
联系人：
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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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宇商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宇商工贸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24日上午9时
在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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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代理人
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邹日昌的申请于2018年5月28日裁定受理江山市鑫益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上述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
江省江山市中山路87号三楼312室；邮编：324100；联系电话：05704018218、
13757002699；
联系人：
王培孝）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
提供充分的债权依据（证据原件），
上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15时在江山市人
民法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
议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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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4 月 11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浙
0108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浙江永明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明市政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

上门静脉输液导致死亡属医疗责
任险免赔情形
陈 雷
少数业主无权起诉撤销业主委员
会备案行为
寇秉辉 袁 敏
离婚协议关于房屋产权的约定排
除执行的标准
孙美华 饶 群
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司
法救济
李世寅
案例研究
以虚假宣传方式推荐和销售新三
板股票行为的定性
王 冠
涉未过户房屋执行异议之诉的法
律适用
刘 斌
房产拍卖成交后面积误差的处
理
段合林
政府冠名文化节主办方征集徽标
的行为性质
詹应国

（2018）浙0108破8号决定书，
依法指定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永明市政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江路448号长河商厦1幢402室；
邮编：
310000；
联系电话：
13819495739]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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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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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市政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永明市政
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14日下午2时在杭州市
滨江区人民法院第12法庭（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79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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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
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
债权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明或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德市分公司的申
请于2018年6月5日裁定受理建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并于同日指定建德信安会计师事务所为建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
管理人。建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7月10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路123号；联系电话：
0571-64718361、15990113328；联系人：邹志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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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阿家工艺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建德市阿家工艺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审判
楼第1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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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建德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