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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伪基站发送广告行为如何定性
今 日 聚 焦

●

◇ 武文芳 李 磊

【不同观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使
用伪基站发送广告所影响的用户数量和
所影响的中断时长该如何定性？是否达
到入罪条件，构成何罪？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
成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对刑法
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进行了修正，删
除了之前规定的“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
不停止使用”的条款内容，改为“违反
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
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根据这一修改，被告
人的行为应该认定为构成了扰乱无线电
通讯管理秩序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
罪。一审判决对于唐中杰使用伪基站的
时间并未查明，且对其使用伪基站设备
所影响的用户人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
误。依据现有证据，被告人实际使用伪
基站设备的时间将近 40 分钟，影响通
讯中断时间不足 1 小时。被告人实际使
用伪基站设备的时间不足 1 小时，影响
的用户数亦不足 1 万人，其行为虽然违
法，但未达到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入
罪标准，应当判处其无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构成破坏
公 用 电 信 设 施 罪 。 2004 年 12 月 30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
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入罪条
件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第
（二） 项规定入罪条件是造成 2000 以上
不满 1 万用户通信中断 1 小时以上，或
者 1 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 1 小时。
根据现有证据，一审认定被告人唐中杰
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短信，造成 1 万户
以上用户通信中断，其行为构成破坏公
用电信设施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析 疑 断 案
◇ 刘 干

被告人唐中杰于2014年3月20日
14 时许驾车来到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
路会展中心北门路边，
使用车上的伪基
站设备，
向不特定人群发送其公司的广
告短信，
当日被民警当场抓获，
涉案伪
基站设备及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亦
被当场缴获。经对唐中杰用来发送短
信的笔记本电脑进行勘查统计，
唐中杰
在会展中心北门附近共利用其伪基站设
备发送广告短信25874条。经中国移动
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无线

利用伪基站发送广告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利用伪基站大量发送广告信息，是
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型犯罪现象。被告人
实施该行为不一定是出于非法目的，但
会严重影响群众正常通讯，部分通讯中
断甚至可能耽误医疗、消防、报警等急
救，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因此，
司法实践
中，
一方面必须对该行为予以打击，
构成
犯罪的必须严惩；
另一方面，
对于涉及罪
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争议定性问题时，
必须紧紧抓住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以证
据说话，才能对争议案件作出明确的认
定。就本案来说，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案
件的事实，即被告人以伪基站发送信息
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1.关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的综合认定
对于被告人唐中杰的行为能否以扰
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来认定，首先
应审查该罪名的起源。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确实对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
一款进行了修正，
删除了之前规定的“经
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的条款
内容，
改为“违反国家规定，
擅自设置、使
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
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本案的案发
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0 日，按当时的法律
即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该条款，
需“经
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的行为
才构成本罪，
故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
应

要求夫妻一方或双方履行给付义务。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丙对甲有无
给付请求权？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约定
将特定财产赠与子女，离婚后夫妻一
方不履行给付义务，夫妻另一方起诉
要求履行的，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受
赠子女非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仅系赠
与条款的受益人，并无独立的给付请
求权，其作为原告诉请夫妻一方履行
给付义务的，应当驳回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受赠子女依据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享有直接、独
立的请求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适用旧法，被告人唐中杰的行为不能认
定为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2.关于通信公司出具材料的效力问
题
本案定案的依据是通信公司出具的
材料，这直接影响法院对伪基站所影响
的用户数量和所影响的中断时长的认
定。其实，2004 年 12 月 30 日出台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
“本解释中规定的公用电信
设施的范围、用户数、通信中断和严重障
碍的标准和时间长度，
依据国家电信行业
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
。而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在2014年联合出台的《公用电信设
施损坏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进一步明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可根据
本规定，
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行政区
域内的公用电信设施损坏经济损失计算
方法。
”
这些法规均明确赋予通讯部门或
通讯公司对于破坏电信设施类案件中相
关数据作出计算或统一认定的权力。
3.对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罪与
非罪
两高两部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出台
《关于依法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
站设备案件的意见》规定，
非法使用伪基
站设备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危害公
共安全的，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追究
刑 事 责 任 。 2004 年 12 月 30 日 出 台 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

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入罪条
件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第（二）
项规定入罪条件是造成 2000 以上不满 1
万用户通信中断 1 小时以上，
或者 1 万以
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 1 小时。具体到本
案中，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使用伪
基站所影响的用户数量和所影响的中断
时长是否达到入罪条件，即由此产生罪
与非罪两种意见。本文将在论述有罪意
见的同时反驳无罪观点：
（1）持无罪观点者的主要理由
对于影响的用户数量问题。持无罪
观点者认为，
通信公司出具的《伪基站对
移动公司的损失说明》显示，
经统计影响
用户累计高达 19406 人次；2014 年 7 月 1
日，该公司对该数据的统计方式作了说
明，证实是通过位置更新次数来确定受
影响人次，根据其公司所统计的单个小
区平均不重复位置更新用户占比约为
45%的比例，推算出本案流动伪基站影
响用户数实际约为 8732 人。一审未采
信通信公司的补充说明，仅根据第一份
说明及侦查实验即认定受影响人数为
19406 人不当，
应予以纠正。
对于使用伪基站影响用户中断时长
的问题。唐中杰供称其在车上操作了将
近 40 分钟时被抓，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
称通信公司无法确认涉案伪基站影响用
户通信中断的时长，建议以唐中杰所交
代的当日使用伪基站的时间和被抓的时
间来认定，
因此，
现有证据未能形成完整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
下：
根据传统债法理论，
“任何人不得
为他人缔约”
。长期以来，
债被称为
“法
锁”，
合同之债被认为当且仅当在缔约
双方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人既不享
有合同上的权利，
也不用负担合同上的
义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订立
的合同越来越多地涉及第三人，
为维护
合理信赖、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实现社会公正，
世界各国纷纷为合
同相对性原则创设了一些例外，
其中为
第三人利益合同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
认可，
我国也不例外。
所谓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又称
“为第三人权利之契约”或“利他契
约”，即“当事人一方，约定他方向
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之取得直接请
求给付之契约。”当事人中的债权人

又称受约人，债务人又称立约人，第
三人又称受益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并不是债法上的独立合同类型，只是
将某一具体有名或无名合同作出某种
变形，通常表现为在普通的债务合同
中加入利于第三人的约款或者能够明
显推知有利于第三人的意思表示，使
之成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该类合
同最本质的法律特征就是无需事先通
知或征得第三人同意，也无须第三人
参加契约或承诺，第三人即可依据第
三人利益约款直接、独立地取得权利，
并以自己的名义予以主张。
因特殊的法律构造，为第三人利
益合同包含三方面的法律关系：
第一，
立约人与受约人之间的补偿关系，又
称基础合同关系，即立约人之所以愿
意与受约人订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或
同意向第三人直接给付的原因关系。
该关系可以是有偿，如为消灭对受约
人的债务；
也可以是无偿，
如向受约人
赠与财产。第二，受约人与第三人之

间的对价关系，即受约人放弃自己受领
而使得第三人取得权利之原因关系。该
关系亦可以是有偿，如为消灭对第三人
的债务；
也可以是无偿，
如赠与第三人财
产。总之，补偿关系和对价关系可以是
财产利益，
也可以是非财产利益。第三，
立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给付关系，即第
三人得依据合同约定直接请求立约人为
利益约款之给付的关系，立约人须及时
履行。在我国，投保人为自己以外的被
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就是典型的为第三
人利益合同，其中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
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
事人，
却直接享有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
而投保人虽负有缴纳保费的义务，却无
权请求给付保险金。
本案中，涉赠与子女财产的离婚协
议，完全符合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
特征：其一，离婚协议的主体是夫妻双
方，
互为立约人与受约人，
双方就婚姻关
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
属于复合式的基础协议；
其二，
夫妻双方

公司管理人。
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1月4
日前，
向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
新疆哈密
邮编：
839000；
联系人：
周霞、
付
孙号：
本院受理原告王兵诉被告孙号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 市延安路18号华庭国际1号楼底商1层；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沪0115民初287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余泽鑫；联系电话：18997993652、18999774971、18999775341）。未在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起，
60日内来本院外高桥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高西路600号）领取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
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 前补充申报，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11日（总第7491期）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受理申请人纪金礼申请宣告许宝林死亡一案。
申请人纪金礼称，
送达破产文书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8日北京时间11时在本院审 2012年12月2日广西鸿翔船务有限公司所属
“新鸿翔18”
船与香港籍渔船
将另行通知）。
依法申报 “ChiShing”
本院根据临沧腾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9月26日 判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会议地点变动，
发生碰撞，
发生船舶碰撞事故时，
许宝林在广西鸿翔船务有限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司所属
裁定受理临沧腾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云南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新鸿翔18”
船上，
事故发生后许宝林下落不明，
至今下落不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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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2年。
恒业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沧腾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临沧腾达新 的，
下落不明人许宝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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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院在人民法院报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会议，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许宝林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悉下落不明人许宝林生存现状的人，
10月31日前，
向临沧腾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云南恒业律师事务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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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许宝林情况，
所【通讯地址：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南天路813号腾达酒店一楼；
邮政编码： 的，
向本院报告。
[福建]石狮市人民法院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677099；联系人：毛茹娴(联系电话：13888557527)、洪茜(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
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受理申请人陆定坤申请宣告左兵死亡一案。
申请
13888069816)、李龙(联系电话：15288119410)、张天凤(联系电话： 事务所的指派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人陆定坤称，
下落不明人左兵于1983年间，
因患精神分裂症于同年2月离家出
18187099401)】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走，
失踪后至今已下落不明满4年。
下落不明人左兵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送达仲裁文书
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左兵将宣告死
云南林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睿赢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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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左兵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杨建航诉你们合同纠纷案，
受案号为：
昆仲受字(2017)11876号。
现已审理终
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请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
落不明人左兵情况，
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昆仲裁(2018)257号裁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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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本院受理黄永禄（曾用名黄永陆）申请宣告邓少霞死亡一案，
经查：
邓少霞，
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昆明仲裁委员会
临沧腾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临沧腾达
女，
1966年8月23日出生，
汉族，
户籍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大涡村
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兆基堂14号，
公民身份证号码：
44068219660823542X，
邓少霞于1999年
送达行政催告通知书
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
依法申
10月27日失踪，
黄永禄于2018年9月3日报警，
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胡光明（身份证号：
320106196604202056）：
你尚未履行本单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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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邓少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2018年2月8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2018〕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对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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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京海卫医催〔2018〕25NKL0001 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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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钜成申请宣告黄
号催告书。
李宗耀（身份证号：
130926197710153014）：
你尚未履行本单位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
于2017年12月4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2017〕609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 庭旺死亡一案。申请人黄钜成称，被申请人黄庭旺（男，1957 年出
的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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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京海卫医催〔2018〕609号催告 生，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知政北二巷横巷一号101）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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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该催告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本催告书有异 1978 年开始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黄庭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函。
[云南]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
议，
可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10日内到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本院根据债权人三门峡力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
陈述和申辩。
你如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不明人黄庭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黄庭旺生存现状
9月10日裁定受理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2018年
本行政机关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小区12号。
联系人：
刘树旺、
周凤武、
虞洁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黄庭旺情况，
9月13日本院指定新疆崇德律师事务所担任哈密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向本院报告。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红；
电话：
88364668。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送达裁判文书

一 案 一 议
【案情】

证据链，不足以证实影响用户中断时
长超过 1 小时。
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
使用伪基站造成 2000 以上不满 1 万用
户通信中断 1 小时以上，
或者 1 万以上
用户通信中断不满 1 小时，不符合破
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入罪条件。
（2）有罪意见的论述及对无罪意
见的反驳
关于被告人使用伪基站发送短信
所影响的用户数问题。通信公司 2014
年 4 月 11 日出具的统计说明为 19406
人次，而侦查实验表明在一定的时间
内，同一个手机号码只能收到一次短
信，
被告人亦供认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只
会发送一次短信，
不会重复发送，
涉案
电脑又显示被告人发送短信多达25874
条，
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认定影响
人数超过 1 万人并无不当。而
“2014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出存在重
复计算并据此将影响人数进行调整，
与
上述各证据相互矛盾，
故不予采信。
关于伪基站发送短信影响通讯中
断时长的问题。二审出庭检察官称，
“根据在案证据，
当天唐中杰是按导航
行车，下午 14 时 19 分 03 秒已经到达
了会展中心人民中心那个卡口，以他
行车的路线、距离以及侦查机关接警
出警时间，可推定出上诉人唐中杰被
抓时实际使用已经超过了 1 个小
时”
。根据在案证据可知，
被告人驾驶
汽车于当日 14 时 19 分出现在会展中
心人行天桥下面由西往东滨河路上，
该路段离案发现场会展中心北门路边
较近；出庭检察官称其曾沿该路线正
常行驶并进行了计时，只需约五分钟
左右即可到达会展中心北门路边，且
在案证据反映被告人约 16 时许被抓
获，中间间隔长约 1 个半小时；而被告
人供称之前也使用过该伪基站，可见
其能熟练操作该设备，开启操作也并
不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由此推算，被
告人到达案发地会展中心北门路边使
用伪基站的时间已超过 1 小时。
综上，
根据现有证据，
认定被告人
唐中杰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短信，造
成 1 万户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事实清
楚，
证据充分，
其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
信设施罪。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子女对离婚协议中受赠财产有无给付请求权

殷 芹

2018 年 3 月 2 日，甲、乙协议离
婚。离婚协议约定将夫妻共有的一处
房产赠与儿子丙，丙当时并不知情。
后因甲怠于交付房屋，丙起诉甲，要
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优化中心统计，
案发当日唐中杰的伪基
站设备共计影响用户数为19406 人次。
此后该中心出具说明称其公司单个小区
平均不重复位置更新用户占比约为
45%，
故影响用户数约为 19406×45%=
8732人。侦查实验表明，
涉案的伪基站
在一定时间内只能对同一手机号码发送
一次短信。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

【法官回应】

●

【案情】

审认为，唐中杰无视国家法律，使用伪
基站设备发送短信，危害公共安全，造
成 1 万户以上用户通信中断，
其行为已
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宣判后，
唐
中杰上诉提出，
其实际使用伪基站设备
的时间不足 1 小时，
影响的用户数亦不
足1万人，
应当判其无罪。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
法。故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情回放】

公 告

7

■热线电话：
（010）67550705

有为第三人创设权利的共同意思表示，
即第三人利益约款，约定将共有的房产
赠与子女，
使子女纯粹受益，
而子女却非
该离婚协议的当事人；
其三，
在夫妻一方
或彼此的要求下，另一方或双方之所以
同意将本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赠与子
女，个中原因既有基于与子女间的亲情
考虑，也有为顺利解除婚姻关系，
不让共
同财产分割成为羁绊、
束缚婚姻自由的策
略安排，
甚至不排除为满足一方或双方的
某种精神需求，
比如说惩罚对方，
不让对
方在物质上占便宜，
抑或心存愧疚，
为了
补偿对方等等。总之，
此处的补偿关系和
对价关系可谓相互交织，
立约人往往同时
也是受约人，
反之亦然，
明显较一般为第
三人利益合同更为复杂，
但是并不妨碍构
成有效的补偿和对价。因此，
受赠子女得
依据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对夫妻一方
或双方享有直接、独立的给付请求权，
可
以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
院）

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汪力力、
汪剑琴、
汪为为申请宣
告汪庆平死亡一案。
申请人称，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父子、
父女关系。
申请人的
母亲邬光玉于2018年3月8日去世。
父亲汪庆平1997年9月24日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
下落不明人汪庆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汪庆平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汪庆平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汪庆平情况，
向本院报告。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海群申请宣告张丽失踪一案。
申
请人李海群称，
其儿媳张丽于2016年7月离家出走，
至今仍无音讯，
故申请法院
宣告张丽失踪。
下落不明人张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张丽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张丽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张丽情况，
向本院报告。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小明、
史月花申请宣告李徽死亡一案，
经查：
被申请人李徽，
男，
1979 年 2 月 17 日 出 生 ，汉 族 ，江 西 省 樟 树 市 人 ，身 份 证 号
431021197902170012，
于2014年6月14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李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澄、
曾诗荣、
曾令炎申请宣告曾超死亡一案，
经查：
曾超，
男，
1989年8月5日出生，
汉族，
务农，
湖南省龙山县人，
户籍地龙山县茅
坪乡龙冠村六组46号，
身份证号码433130198908053712。
于2014年4
月21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
曾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
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利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肖健失踪一案，
经查：
被
申请人肖健，
男，
1965年7月24日出生，
汉族，
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大园村5栋207号。公民身份证号码：43020319650724001X。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请人肖健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桂琴申请宣告张靖宇死亡一案，经查：张靖宇，女，
1985年8月2日出生，
汉族，
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兴隆堡
村大高台子屯6组，身份证号码：220122198508024822，于2013年5
月1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
张靖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版

●

原告陈兴蓉由第三人某公司
招用并派遣至某街道办事处从事
环卫工作。工作时间为早晨 6 点
至中午 1 点；中午 1 点至晚上 8
点 。 2017 年 1 月 5 日 18 时 许 ，
张某领其小孩到某街道工业街凉
亭附近玩耍，小孩将部分柑橘皮
扔到街面上，负责该路段清洁的
环卫工曾某见状后与张某发生争
吵。准备清扫凉亭的陈兴蓉闻讯
赶来，
也与张某理论。期间，
因陈
兴蓉的不当语言，双方发生肢体
冲突，导致陈兴蓉受伤。原告陈
兴蓉向被告某区人力社保局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协
议、诊断证明等材料。被告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其所受
的事故伤害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
工伤。陈兴蓉不服，
遂诉至法院。

【分歧】
对于本案中原告在工作中与
他人争执后打架受伤是否应认定
为工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认定为

因履职与他人冲突
受伤应否认定为工伤
◇ 吴经纬 胡宗维
工伤。原告与张某争执虽与工作
有关，但双方矛盾激化缘于原告
言语过激，其受伤与其履行工作
职责并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
系，原告在肢体冲突中被张某打
伤应由张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
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
为工伤。劝阻、教育路人不要乱
扔垃圾属于原告的工作职责，原
告言语不当致使矛盾激化，其虽
有过错，但不影响其因履行工作
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事实认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
如下 ：
从条文承继来看，修订前的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因违反治安管理导致伤
亡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
伤。但修订后的 《工伤保险条
例》 删除了此规定。由此可知，
立法对前述行为的规制已经发生
了转变，更加注重对职工权益的
保护。
从具体案情来看，原告系第
三人招用并被派遣至该街道从事
环卫工作，其工作职责既包括对
路面的清扫，也包括对乱扔垃圾
等不文明行为的劝阻。本案中，
原告是在对乱扔垃圾行为进行劝
告过程中与张某发生争吵，继而
相互抓扯导致其身体受伤，故原
告所受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不当言
语虽是激化矛盾和导致其受伤的
原因之一，但并不影响对原告因
工受伤的事实认定。需要指出的
是，原告在劝阻有碍市容环卫的
不文明行为时，同样也应当做到
文明礼貌。
（作者单位：重庆市璧山区
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娜生毕力格申请宣告娜仁
失踪一案。
申请人娜生毕力格称，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姐妹关系，
其2003
年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5年。
下落不明人娜仁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
不明人娜仁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娜仁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娜仁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仓库申请宣告韩春侠死亡一案，
经查：
韩春侠（曾用名韩
乖乖），
女，
汉族，
1953年2月17日生，
原住所地陕西省兴平市南市镇南市
村13组459号，身份证号码610421195302176248。韩春侠于2003年起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韩春侠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兴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文华申请宣告潘可珍死亡一案，
经查：
被申请人潘可珍，
女，
1958年3月28日出生，
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抗震路长征里4栋3门
401号，
公民身份证号码120107195803285127，
于2016年5月18日起，
下
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潘可珍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
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秦永中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秦
锡炳（公民身份证号512201380904191）死亡一案。申请人秦永中称，
被申请人秦锡炳于2007年7月3日突然失踪，
至今杳无音讯。
下落不明人
秦锡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秦锡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秦锡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秦锡炳情况，向本院报告。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申请人庞卫军申请宣告杨国评死亡一案，本院于2017 年8月21
日立案后，于 2017 年 9 月 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后于
2018 年9月19日依法作出(2017)浙0327 民特49号判决书，宣告杨国
评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苍南县人民法院

其

他

本 院 开 具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收 费 专 用 票 据（预 收）（票 号
1700080074），因 错 误 录 入 300 元 为 3 万 元 ，现 声 明 该 份 票 据
作废。
[山西]汾西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