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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时雇员一方的权利保护
——浙江湖州中院判决骆某甲等诉闫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重 点 发 布
案情
2013 年 7 月，骆某甲、杨某甲、杨某
乙、骆某乙、骆某丙五人的亲属骆某某驾
车在高速公路尾随碰撞胡某驾驶的车辆
后死亡，该事故中骆某某负主要责任，
胡
某负次要责任。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人民法院调解，胡某赔偿五人 344883
元。后骆某甲等五人诉至浙江省长兴县
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骆某某的雇主闫某
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583767.8 元。

裁判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以
死者骆某某系闫某雇佣的驾驶员，骆某
甲等五人已与雇佣关系外第三人胡某达
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不能再就骆某
某与闫某的雇佣关系主张赔偿为由，裁
定驳回起诉。
骆某甲等五人未上诉，但嗣后申请
再审，认为闫某安排骆某某驾驶超载车
辆，对骆某某死亡也有过错，其五人有权
要求闫某赔偿。故请求撤销原裁定，指
令长兴法院审理。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骆某甲等五人以交通事故责任的
30%向胡某主张赔偿后，再就交通事故
中骆某某应承担的责任要求闫某赔偿，
该起诉符合民事诉讼起诉受理条件；不
服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可依法申请再
审。原审机械适用司法解释，违背立法
本意，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
九十条规定的应认定为“原判决、裁定适
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裁定提审

裁判要旨
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偿权
利人基于雇佣关系和侵权行为分别对雇主和第三人享有赔偿请求权，
但
如何主张权利要根据第三人责任大小有所区分。如第三人应负全部责
任，
赔偿权利人只能择一请求第三人或雇主赔偿；
如第三人仅需承担部
分责任，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后，
仍可基于雇佣关
系行使诉权，
请求雇主赔偿。
本案，并经再审，撤销原裁定，指令长兴
法院审理。
长兴法院经审理认为，骆某某于凌
晨在高速公路驾驶超载车辆，却未足够
观察路况，采取转向、制动措施不当，撞
上前方因堵车滞留的车辆，骆某某作为
驾驶员的过错程度与雇主闫某相比，应
负主要责任，闫某对雇员的劳务行为负
有监管和安全防范职责，却对车辆超载
未尽监管，应负次要责任。判决闫某对
骆某甲等五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中未获赔部分的损失（即由骆某某承
担的 70%责任）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闫某不服，提起上诉。湖州中院审
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核心问题是雇员在雇佣活动中
因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遭受人身损
害，第三人就其应担责部分赔偿后，
赔偿
权利人又起诉雇主请求赔偿，人民法院
能否受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
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未区分第三人侵权
时的责任构成，产生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赔偿权利人只能

择一请求第三人或雇主赔偿。本案原审
持此观点，认为向胡某主张权利后不能
再请求闫某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雇
员在雇佣活动中因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
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基于雇佣
关系和侵权行为分别对雇主和第三人享
有赔偿请求权，但如何主张权利要根据
第三人责任大小有所区分。如第三人应
负全部责任，赔偿权利人只能择一请求
第三人或雇主赔偿；如第三人仅需承担
部分责任，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后，仍可基于雇佣关系行
使诉权，
请求雇主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一
款明确了雇主与第三人之间为不真正连
带责任，即雇员一方既可直接向第三人
主张赔偿，
也可请求雇主赔偿，
任何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后均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
消灭，雇员一方不能获得双重赔偿。故
该规定隐含前提是第三人侵权造成损害
而雇员和雇主均无过错。这也是雇主作
为中间责任人履行替代责任后，可向承
担终局责任的侵权第三人请求赔偿的理
据所在。若损害后果由第三人、雇员等
二人以上的各自过错结合导致，第三人
侵权仅是致害原因之一，必然也只需承
担部分责任。

比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
会发现，
履职过程中第三人侵权，
受雇于
个人和受雇于用人单位会有不同结果：
用
人单位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
仍可请求第三人赔偿，
而受雇于个人的雇
员只能择一请求第三人或雇主赔偿。在
不考虑第三人赔偿能力前提下（假设能力
足够），若损害后果非第三人侵权单独导
致，
这种不公平可能会加剧。显然，
办案
时不能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
第一款作文义解释。因为法律具有滞后
性，
纷繁复杂的案情不可能完全被现行法
律条文所覆盖，
机械理解适用可能会导致
司法不公，
这显然违背司法解释的制定初
衷。只有限缩解释为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
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可请
求第三人就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也可直
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代第三
人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
偿”
，
才能推导出前述第二种观点，
最大限
度消除受雇于个人和受雇于用人单位在
履职中遭遇第三人侵权的待遇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
《人身损害赔偿解
释》规定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
实质是让
个人雇主对雇员承担与用人单位同样的
劳动保障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明确规定雇主承担过错责任，
取代了《人
身 损 害 赔 偿 解 释》第 十 一条的相关内
容。本案中骆某甲等五人提交了交警部
门对闫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和事故责任认
定书,证实骆某某驾驶的车辆超载而闫
某未监管，
故骆某甲等五人最终胜诉。
本案案号：
（2014）湖长太民初字第
213 号 ，
（2015）浙 湖 民 申 字 第 64 号 ，
（2016）浙 05 民再 6 号，
（2016）浙 0522
民初 8183 号，
（2017）浙 05 民终 1376 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蒋 莹

财产保险合同中免责抗辩是否成立的认定

法 案 精 要

——河南沁阳法院判决保通公司诉联合财险保险合同纠纷案

案情
2015 年 3 月 ，原 告 保 通 公 司 为 豫
HC4468 号车在被告联合财险处投保了
交强险、三责险等保险。保险条款中约
定：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发
生 保 险事 故 ，保险 公司 不负 责 赔偿 责
任。2015 年 4 月 25 日，赵某驾驶摩托车
与保通公司司机张某停放在道路北侧的
豫 HC4468 号车追尾相撞，造成赵某当场
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
赵某无证、醉酒
驾驶、未登记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
张某醉酒后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妨碍其
他车辆通行，负事故次要责任。保通公
司、张某赔偿死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
各项费用 21 万元。后保通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承保的联合财险予以理赔。联
合财险辩称，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系
免赔事由，
不同意赔偿。

裁判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本案事故发生于联合财险承保期间，
保通公司要求被告联合财险支付原告向
第三人履行的赔偿款，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张某酒后使用被保险车辆的行为是
否为合同约定的免赔事由方面，因被告
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以证明其辩解成立，
对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法院判决：被
告联合财险赔付原告保通公司保险理赔
金 14.9 万余元。
被告不服，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因未按时缴纳诉讼费用，

裁判要旨
保险人主张免责，
应就责任免除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
保险事故
发生时免责事由的发生以及免责事由与保险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完成举证责任后，
其主张才成立。
焦作中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司机张某酒后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行为是否属于保险
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财产保险合同纠
纷案件，
保险人主张免责，
应就责任免除
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
保险事故发生
时免责事由的发生以及免责事由与保险
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1.保险公司应当对保险合同中约定
的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
款说明义务的履行因免责事由不同而分
为两种标准。当免责事由为法律、行政
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时，可以由保险人对
免责条款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提示，而除
此以外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均需就免责
条款向投保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常
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结合本案来
讲，首先，被告主张的免责条款，其规定
的免责事由为驾驶人饮酒之后使用被保
险机动车，由于“使用”的意思为使人、
物、资金等为某种目的服务，所以，驾驶
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行为不能

送达裁判文书
本院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立案受理(2017)粤 0306 民催 5 号之
一，申请人绍兴市上虞百思特染料化工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的票据号码为 3200005122897345、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 100000 元、出票方为深圳市华宇世家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方账
号为 8001 064000000000384、付款银行为深圳龙岗鼎业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方为深圳市腾逸电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 2016 年 8 月 1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中报权利。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作出
(2017)粤 0306 民催 5 号民事判决:一、宣告申请人绍兴市上虞百
思特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200005122897345、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的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中请人绍兴市上虞百思特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南京恒者成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号码为
0010006223469922 商业承兑汇票 1 张，付款人上海江河幕墙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恒者成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金额人民
币 214900 元，出票日期 2018 年 2 月 10 日，到期日期 2018 年 8 月 15
日，支付银行农行武汉汉南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于 2018 年 6 月
2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除权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余姚市中豪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招商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承兑汇票1张（票号：
3080005394129712，
出票日期：
2018年2月11日，
出票人：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出票人账号：
110905933710703，
票面金额：
伍万元整，
付款行：
招商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收款人：
武汉中
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
通
知招商银行武汉东湖支行对上述票据立即停止支付，
待本院作出裁定
或判决后再作处理。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浦江县江盛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立案受理。票据记

完全等同于饮酒后驾驶被保险机动车，
法律、行政法规虽禁止酒后驾驶却没有
禁止驾驶人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规
定，故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不必然属
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免责事由，
对
于该条款被告应向投保人以书面或口头
形式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被
告不能证明其是否对免责条款中“使用”
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进行了说
明，以及其说明是否达到常人能够理解
的程度，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已充分履行
了明确说明义务。
2.免责事由应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以原告
司机酒后驾驶为由主张其酒后驾驶导致
保险事故发生引发免责，原告认为原告
司机虽酒后驾驶车辆，但保险事故却发
生在原告司机驾驶行为停止后在车上休
息的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原告司机
的酒驾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关
于原告司机将车停靠路边的行为是否仍
属驾驶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引起保险
事故的发生是本案判定的关键之处。
“驾
驶”作为动词词组，其含义为“操纵车、

载: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80005396449077，出票人为宜昌江峡
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武汉盛泰华隆换热器有限责
任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7 年 12 月 7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6 月 6 日，付款银行招行宜昌西陵支行的
银行承兑汇票。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屹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如
皋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一案，
本院于2018年7
月3日依法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对票号为：31400051/
30895152；出票人全称为：南通皋鑫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
为：
南通鹤群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8年6月11日；
出票金额为：
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的1份银行承兑汇票公告挂失。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
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本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亚秦商贸有限公司因持有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遗失，票号
为 31400051 31869011、票面金额 14780 元整、出票人为江苏骠马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 年 3 月 15 日、收款人为无
锡市亚秦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
予公告。本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期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富齐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有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遗失，票号
为 31400051 31789703、票面金额 22300 元整、出票人为江苏骠马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11 月 24 日、收款人为
常州盛德钢格板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本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期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船、飞机等行驶”，是人机互动的过程。
停车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并不等于驾驶
被保险机动车，被保险机动车停止行驶
后驾驶人应属于停止驾驶而不是继续驾
驶，
并且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所示，
本案
事故的发生系张某不当停车而引发，而
非因张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撞向他人直接
引发。因此，本案保险事故的发生与被
告主张的免责事由不存在因果关系。
3.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
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三十条也规定，在双方对条款理解有争
议，
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情况下，
应作出
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本案中，
原、被
告双方对“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
动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
偿 责 任”这 一 保 险 条 款 的 理解发生争
议。原告认为司机饮酒后将机动车停在
路边，
不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告认为
属于酒后驾驶，
双方存在两种解释，
应当
根据上述规定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认定。
综上，被告联合财险的抗辩不能成
立，被告对原告支付第三人的赔偿款应
予赔付。
本案案号：
（2016）豫 0882 民 初
1198 号，
（2017）豫 08 民终 68 号
案例编写人：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
院 宋 鹏
訾东东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2日（总第7408期）
申请人上海侨富纺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1300051 38224084，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上海祗诚
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舟玮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赣州
银行南康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 6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莱芜立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交通银行山西省
分行业务处理中心出具的票号为 30100051/25246213、票面金额
壹拾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山西潞安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12 月 22
日、到期日期 2018 年 6 月 22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1 份丢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厚丰有机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长治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票号为 31300052/29117459、票面金额为壹
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 3
月 6 日、出票人为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
通洲集团安神煤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1 份丢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运城市禹门水泥有限公司因不慎丢失晋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津支行签发的票面号为31300052 25006853（出票日期贰
零壹捌年零叁月零壹日，到期日期贰零壹捌年零玖月零壹日，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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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解 析

危险驾驶罪中无证驾驶等非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评价
——江苏无锡中院裁定江某某危险驾驶案
裁判要旨
无证驾驶等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
只是醉酒驾
驶行为的附随情节而非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评价时应将两者
区别对待，
或者作为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或者作为危险
驾驶罪的从重量刑情节予以刑事评价。
案情
2017 年 8 月 12 日 18 时许，被告
人江某某酒后无证驾驶未检验的普
通二轮摩托车，从其租住处行驶至
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洑东派出所被
查获。经鉴定，被告人江某某血液
内乙醇含量为 152mg/100ml。另查
明，被告人江某某因无证驾驶机动
车辆已于 2017 年 8 月 13 日被宜兴
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

裁判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江某某醉酒后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
驾驶罪。遂判决被告人江某某犯危
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一个月十五日，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提起抗
诉，认为江某某无证驾驶行为已经
被行政处罚，故应当将行政处罚期
限在刑期中予以折抵。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
回抗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危险驾驶
罪中，公安机关于案件移送起诉前
已对无证驾驶等非犯罪构成要件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上述行为如何进
行刑法评价。
1.无证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行
为在刑法中的地位价值并不相等，
无证驾驶行为既可由行政处罚法单
独评价，也可附随醉酒驾驶行为一
并处置。无证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
行为在刑法中的地位价值并不相
等。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范畴
主要包括追逐竞驶、醉酒驾驶、从事
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而严重超载
或者严重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四
类。本案行为人驾驶机动车被查获
时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高 达 152mg/
100ml，远超过醉酒驾驶罪入刑标
准的 80mg/ml，故行为人醉酒驾驶
行为已可以独立评价为危险驾驶
罪。而无证驾驶行为仅仅是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违法行为，不能
与作为刑法中行为概念的醉酒驾驶
行为进行同等评价。无证驾驶行为
既可由行政处罚法单独评价，也可
与醉酒驾驶行为一并在刑法中附随
处置。一方面，
尽管无证驾驶行为、
醉酒驾驶行为均以驾驶行为为基
础，
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但
两者毕竟不是同一行为。醉酒驾驶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所体现出的人
身危险性均远高于无证驾驶行为，
刑法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其涵摄范
围，通过刑事制裁加大对该类行为
的否定性评价力度。而无证驾驶行
为虽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
险性，但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另
一方面，
当两者同时发生时，
应当界
定为一种主行为与附随行为的关
系。作为附随行为的无证驾驶行

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河津市宏运达化工有限公司，背书人河津市
正信煤炭有限公司，持票人运城市禹门水泥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
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河津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神木市耀平五金机电矿用设备经销处因不慎丢失山西河
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发的票面号为4020005220012425（出票日期贰零壹陆年零肆月零捌日，到期日期贰零壹陆年
零壹拾月零柒日，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龙门五色石建材有
限公司，收款人河津市禹门口电力有限公司，背书人神木县店塔镇王
塔煤矿，持票人神木市耀平五金机电矿用设备经销处）的银行承兑汇
票1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河津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阿克苏诺贝尔功能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0800053 97791663，票面金额为 900000
元，出票人为西安富达糖酒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阿克苏诺贝尔功能涂料
（上海）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为招行西安枫林绿洲支行，出票日期
为 2018 年 1 月 1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2 26924635，出票金额：24300元整）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一、公司催告申请人：四川泰
华 堂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二 、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 ：票 号 ：31300052
26924635，汇票到期日：2018年10月9日，出票金额：24300元整，出
票人全称：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四川泰华堂制
药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四川天府银行成都锦江支行。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付款日后15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至
票据付款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为，
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其紧密附随
醉酒驾驶犯罪过程发生，与醉酒驾
驶行为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具有同
一性；其与醉酒驾驶行为在主观方
面尽管故意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均
存有相同的违法驾驶的故意；无证
驾驶行为本身就具有行政违法性，
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司法实
践中，此类附随行为除无证驾驶行
为外，
还包括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
速驾驶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行为。因此，两者之间具有附随
处置的条件和可能。
2.无证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行
为的单独评价或者附随处置均不得
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根据禁止
重复评价原则及其精神，如果行为
人已经因一个行为受到了否定性评
价，则不应再在后续的评价中对该
情节予以体现，不论前后两个评价
是否属于同一部门法。故此，如果
行为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已在行政处
罚中予以单独评价，则在刑事评价
中不应再予重复；如果无证驾驶行
为并未受到行政处罚等其他否定性
评价，则需要在对醉酒驾驶进行刑
事评价时一并考量。当行政处罚与
刑事处罚交集时，禁止重复评价原
则就会具体化为刑期的折抵问题，
即刑期应否折抵，如何折抵等。从
本质上讲，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折抵适用主要体现的是对行为人合
理权益的保护。行政处罚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
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
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
政 拘 留 的 ，应 当 依 法 折 抵 相 应 刑
期。该款规定主要考虑到在行政处
罚和刑事处罚发生属性相同的处罚
措施竞合时，对同一行政违法行为
采用折抵的处理模式，原则上只能
给予一次人身处罚。值得注意的
是，行政处罚折抵刑罚是惩罚决定
“执行”上的折抵，而不是惩罚“决
定”本身的折抵。故发生上述折抵
的前提是该违法行为影响到自由刑
（无期徒刑除外）的期限，行为人的
人身自由因此而受到更多的刑罚规
制。倘若无证驾驶行为未作为量刑
情节考虑，则不存在“执行”上的折
抵问题。据此可以推出，在醉驾型
危险驾驶案件存在先行予以行政拘
留情形时，法院如果又将其作为量
刑情节予以考虑，
影响到刑罚期限，
则行政处罚期限应当折抵刑期；反
之，
如果未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对刑
罚期限尚未产生影响，则不需要折
抵刑期。
具体到本案，
一审判决在“本院
认为”说理部分并未将无证驾驶行
为认定为从重处罚情节，故未将前
述违法行为所处行政拘留的期限折
抵刑期的做法并无不当，并未违反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本案案号：
（2017）苏 0282 刑
初 985 号，
（2017）苏 02 刑终 356 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 韩 锋 王星光 杨
柳

申请人天津市南开区潮汕丰记火锅店（经营者周冬华）因遗
失天津市南开区环境保护局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红旗路支行银行
转账支票 1 张，号码为 10201232/15846553，出票人为天津市南开
区环境保护局，出票人账号为 0302070829300774582，出票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收款人为周冬华，票面金额壹万伍仟贰佰元
（15200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速向本院申报权利。期满后无人申报权利，
申请人将有权申请本院依法判决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西凤山闽行物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票
号10300051/24067091，申请人广西凤山闽行物流有限公司，出票行
中国农业银行富阳市支行营业中心，出票日2017年10月7日，汇票金
额为20 000元，出票人杭州富凡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苍南县钱库腾
龙彩印厂，到期日2018年6月6日。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受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
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德厚朴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行为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出票人为浙江益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收款人为绍兴采泽纺织品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
3130005139809675、
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14日，
到期日为2018年
6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
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广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据
号码3070005132412358、票面金额叁万元整、出票日期2018年2月
6日、到期日期2018年8月6日、出票人杭州鹏宵贸易有限公司、收款
人上海炫贤工贸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广数实业有限公司、持票人
台州广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支付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