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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6 年 11 月 10 日，
经预谋商议，
被
告人林某驾驶陕 A8Lxxx 轿车载郗某、李
某一同前往网吧盗窃。
后林某驾车在外接
应，
郗某、
李某进入网吧盗得手机 1 部。
后
三人又于 11 月 14 日、
22 日，
采取相同方
式先后在其他网吧盗窃手机 2 部。
以上手
机价值共计9041元。
2016年11月18日、
25日、
29日，
被告人郗某、
李某预谋后与被
告人蒋某采取上述相同方式，
由蒋某驾驶
其所有的陕 AZ2xxx 轿车接应，
郗某、
李某
进入网吧实施盗窃，先后在西安市灞桥
区、
经开区等地网吧盗窃手机4部，
价值共
计12097元。
以上赃款几人分赃后挥霍。

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作出（2017）陕 0116 刑
初 296 号刑事判决，
以盗窃罪判处郗某有
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18000 元；李某有
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15000 元；
蒋 某 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并处 罚 金
9000 元；林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8000 元；
责令退赔经济损失；
继续追缴非
法 所 得 ；没 收 涉 案 车 辆 陕 A8Lxxx、陕
AZ2xxx 轿车，依法上缴国库；没收作案
工具铁丝钩两根、
手套一个。
宣判后，蒋某、林某不服，提起上诉，
认为一审将其贷款购买的车辆予以没收
不当，并提交了车辆贷款购买合同等证
据材料。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轿车并非完全属蒋某、林某本人财
产，主要用于蒋某、林某家庭日常生活和
工作。涉案轿车虽然客观上对案件具有

法 案 精 要

一定帮助作用，但财物被盗与车辆运输
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没收车辆对蒋某、林
某明显偏重。
遂判决撤销原判“没收涉案
车辆陕 A8xxxx、陕 AZxxxx 轿车”，维持
其他部分。

评析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禁品和供
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应当予以没收。
但
对于何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
有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
认识分歧，尤其是对于非直接或非专门
用于犯罪的财物、设定了他人民事权利
的财物等如何作出认定处理尚不统一。
1.“供犯罪所用财物”应是与犯罪有
经常性或密切性联系，
对犯罪实施具有重
要作用的财物。
对于
“供犯罪所用”
的理解
认识，
如果按照文义解释方法，
即为为犯
罪而使用的财物。
按此理解，
所有在犯罪
预备、
犯罪实行过程中使用的与犯罪有联
系的一切财物都包含在上述范围。
按此逻
辑，
犯罪中被告人实际使用的与犯罪没有
必然联系的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
如穿着
的衣服、鞋袜也都属于“供犯罪所用”，
如
果予以没收，
显然有违常情常理，
会引发
法律评价与社会经验的冲突问题。
按照法
律解释方法理论，在文义解释出现问题
时，
就需要采用文理解释方法，
从立法本
意和法律精神去把握条文的内涵外延。
刑
法之所以规定将“供犯罪所用的财物”
予
以没收，
主要目的为特殊预防、剥夺被告
人再犯能力，
当然实际上也会产生一定惩
罚效果。
基于对没收
“供犯罪所用财物”
的

行为性质目的的分析，
认定“供犯罪所用
财物”
主要应从财物与犯罪的关联性方面
去把握，
需要考量财物对于犯罪的作用大
小、联系紧密程度等因素。
对于专门用于
犯罪的财物应认定为“供犯罪所用”
没有
争议。
对于非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
可从
以下三个方面去判断。
第一，
财物与犯罪
应该存在直接或者密切联系。
所谓直接联
系就是该财物对犯罪行为或结果的发生
起到决定或者直接作用，
或者说该财物是
实施或者完成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或重
要条件。
所谓密切联系，
即财物和犯罪存
在经常性的联系，
财物经常用于犯罪，
反
复使用。
第二，
被告人有将财物用于犯罪
的主观认识。
刑法第六十四条虽未限定没
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必须发生在
故意犯罪中，
但从文义解释看，
“供犯罪所
用”
是被告人在主观上对财物用于犯罪有明
确的认识，
继而积极主动的在犯罪中使用该
财物。
由于过失犯罪，
被告人对犯罪实施缺
乏主动性，
对犯罪目的实现也没有积极追
求，
对于财物在犯罪中的使用缺乏主动性
和明确认识，
故不属于应当没收的情形。
第三，财物应主要用于犯罪。本案中，林
某、蒋某的轿车只是交通工具，
并非盗窃
犯罪实施的必要条件或者重要条件，
且其
主要用途为家庭生活和工作，没有连续
性或者长期性用于实施盗窃犯罪，故不
应认定为“供犯罪所用”。
2.财物为本人所有且予以没收对第
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按照文
义解释，
“本人财物”就是指被告人进行
犯罪活动所使用的属于其本人所有的财

物。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财产流
转日益频繁，
权利主体多元化，
权利内容
呈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一个财物可能
同时存在叠加多项权利。
因此，
在作出没
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时，仅审查本
人是否对该财物具有所有权尚不全面。
对“本人财物”的认定，不仅要对被告人
是否具有所有权进行审查，还应注意予
以没收是否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利。本
案中，
林某、蒋某的轿车涉及夫妻财产共
有关系和银行的抵押权，如果不顾上述
情况简单判决没收，
割裂了刑民关系，
必
然侵害合法民事权利，有损法律的统一
性和严肃性。
3.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拟没收财物
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程
度相当。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
以没收，虽然其不属于我国刑法所规定
的法定刑罚种类，但并不能否定其所具
有的惩罚性效果。
因此，
在认定是否属于
应当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时，
应坚持相当性原则，
参照刑法罪刑相
一致基本原则进行衡量，如果拟没收的
财物价值明显超过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
程度所对应的应受惩罚程度，说明没收
会与社会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产生冲
突，反向证明没收的不合理。具体到本
案 ，林 某 、蒋 某 盗 窃 犯 罪 数 额 分 别 为
9000 余元和 10000 余元，判处的刑罚分
别为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一年，
并处罚
金分别为 9000 元、8000 元，如对价值数
倍于犯罪数额和罚金标准的轿车予以没
收，
实际上变相加重了对林某、蒋某的惩
罚，与比其二人罪行更为严重的其他被
告人相比，
会出现惩罚失衡问题。
本案案号：
（2017）陕 0116 刑初 296
号，
（2017）陕 01 终 911 号
案例编写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 王琪轩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海
明

保管人私配钥匙将保险柜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重庆万州法院判决冉某盗窃案

案情
被害人龙某因与丈夫产生矛盾，遂
购买了保险柜将现金锁于其内并交朋友
龙某芳及其丈夫冉某保管。后冉某在家
中梳妆台一盒子内找到了保险柜的副钥
匙，并利用被害人委托转交保险柜主钥
匙之机，自行在外配了一把主钥匙。截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冉某使用主钥匙和
副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现金人民币共计
98 万元，并装走藏匿，同时伪造了盗窃
现场。后冉某主动投案自首，并赔偿了被
害人经济损失。

裁判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被告人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窃取
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构成盗
窃罪。鉴于冉某犯罪后主动投案，赔偿
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对其可以酌情从
轻处罚。据此判决：被告人冉某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
民币 98 万元，予以发还被害人龙某。
一审宣判后，冉某没有上诉，该判
决已经生效。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冉某的行
为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一种观点认
为，冉某系受托合法占有现金，其将代

裁判要旨
财物由谁占有、
是否脱离占有，
是判断行为成立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
关键。委托人未将保险柜钥匙交予受托人，
应视为其没有将柜中财物交付
保管的意思，
受托人因此并未占有财物。受托人私自配制钥匙取出保险柜
中财物构成窃取行为，
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属于
侵占委托物，构成侵占罪；另一种观点
认为，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
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
冉某构成盗窃罪。
1.侵占罪与盗窃罪的法理辨析。侵
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
法 占 为己 有， 数 额较 大，拒不退 还 ，
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
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
为。侵占罪是将占有的他人财物非法转
变为所有或者将脱离他人占有的财物非
法转变为所有的行为。在委托物侵占的
情形，行为对象必须是自己代为保管的
他人财物，变合法占有为非法所有是侵
占罪的本质。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
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
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盗窃罪的
行为对象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强调事
实上对财物的支配和控制。

2.封缄物占有与内容物占有的关
系。本案还涉及封缄物和内容物占有
的关系问题。封缄物整体由受托人占
有，内容物视其与封缄物之间的关系
或者委托人、受托人的意思表示确定
由何人占有 。 如根据封缄物的外观、
功能、性质等可以推知内容物或者委
托人明示将内容物交受托人保管，且
受托人未拒绝的 ，则由受托人占有 ，
受托人非法取得内容物的，成立侵占
罪。如封缄物与内容物并无明显联
系、委托人未明确告知内容物或者委
托人明确告知内容物但受托人表示拒
绝的，则内容物由委托人占有，受托
人非法取得内容物的，成立盗窃罪。
3.冉某没有实际占有保险柜中的
现金。根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被
害人将保险柜上锁后将交由冉某及其
妻子保管，但是并没有将保险柜钥匙
交由二人保管。主观上，被害人没有
将柜中财物交付保管的意思，被害人

克举死亡一案。申请人朱恒香称，被申请人李克举于 2010 年 3 月
份走失。下落不明人李克举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
本院受理(2018)黔 0527 民特 28 号申请人胡运明申请宣告被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克
申请人胡文孝死亡一案，经查：胡文孝，男，汉族，1955 年 10 月 5 举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克举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锌南路 103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克举情况，向本院
522428195510050417。因胡文孝于 1998 年 8 月离家外出至今下落 报告。
[山东]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公告期内知道胡文孝下
本院受理何小菊申请宣告范世林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
落的有关公民请与本院妈姑法庭联系。联系电话：0857—3352062。 0106 民 特 82 号]，经 查 ：范 世 林 ，男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贵州]赫章县人民法院
510103196402115137，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南街 1 号 5
本院受理申请人蒲志安申请宣告许丰露死亡一案，经查：许 栋 4 单元 4 楼 7 号，范世林于 2013 年 2 月底离家出走，至今未回。
丰露，女，1949 年 9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朝阳路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范世林本人或知其下落
66 号 1 栋 1 单元 401 室。许丰露于 2005 年 8 月 15 日走失，至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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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丰露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 决。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本院受理李瑞红（120102196310192021）申请宣告王文柱死亡一
依法裁判。
[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案，
经查：
被申请人于1989年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本院受理方少华申请宣告方琴死亡一案，经查：方琴（公民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文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身份号码：420902198009306425），女，1980 年 9 月 30 日出生，汉 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族，住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卧龙潭村八组，于 1997 年下落不明已
送达执行文书
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方琴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
李杰：你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金融借贷合
决。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同纠纷一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的（2018）
本院受理王超申请宣告陈建忠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陈建 甘民终42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
忠 ，女 ，1971 年 1 月 5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于2018年10月1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210112197101050640，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五三乡大 行，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甸子村4-18号。陈建忠于2009年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建忠本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请具 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的规定，责令你自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在公告期届满后被宣告死亡。凡知悉陈 本通知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行下列义务：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本息
建忠生存现状的有关人员应当在公告期内将所知道情况告知本院。 13765345.91元；开户银行：甘肃省嘉峪关市农行迎宾西路支行；户
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名：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号：103822023170；账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金岱胜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金英杰公民死亡 272317 0104 0001 590。
[甘肃]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案，经查：金英杰，女，1923 年 12 月 22 日出生，汉族，籍贯为河
王小红：你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金融借贷
北省唐山市，户籍所在地为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55 巷 3 号 352， 合同纠纷一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作出的
身份证号 210102192312224924。金英杰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起，下 （2018）甘民终42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中国
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金英杰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于2018年10月12日向本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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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
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恒香申请宣告李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的规定，责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与被告人之间并未就现金的保管形成
一致意思表示，不成立以现金为标的
保管合同；客观上，冉某也无法直接
支配、处分柜中财物，没有取得事实
上对保险柜中现金的控制。因此，委
托人即本案被害人仍然占有保险柜中
的现金，冉某没有实际占有保险柜中
的现金。
4.冉某的行为构成窃取行为。窃取
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的财物
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窃取
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具体到本案，
首先，保险柜的副钥匙系冉某偶然在家
中梳妆柜中获得，可见其并不知道副钥
匙存放之处；其次，冉某用于打开保险
柜的主钥匙系受托转交之机私自在外配
制；再次，冉某获得保险柜中现金系家
中无其他人之时，且伪造了盗窃现场；
最后，冉某将现金全部藏匿，实现了转
移为自己占有。
综上，冉某通过配锁匙、伪造盗窃
现场等手段取出保险柜内现金的行为，
违反了所有人的意志，将被害人占有的
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其行为符合盗窃
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构成盗窃罪。
本案案号：
（2018）渝 0101 刑初 188
号
案例编写人：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
院 范京川 谭 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6日（总第7547期）
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行下列义务：偿还申请执行人借
款本息13765345.91元；开户银行：甘肃省嘉峪关市农行迎宾西路支
行 ;户名：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号：103822023170；账
号：272317 0104 0001 590。 [甘肃]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淑红：本院立案执行申请人崔凤兰、高成秀与被执行人李
淑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黑 0225 执 498 及 504-1 号执行裁定书，内容为评估拍卖
被执行人李淑红所有位于甘南县甘南镇隆盛嘉苑 6 号楼一单元
501 室的房屋（面积 63㎡，未办理产权证照）。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甘南县人民法院
原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秋艳与被执行人原华离婚纠
纷一案，本院（2018）黑 1002 民初 33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因你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黑 1002 执 58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传票。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8）黑 1002 民初 33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生效的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将对原华名下产权证号为牡房权
证东安区字第 1072205 号，房产图号 375-500-1/3-14-010602
号，建筑面积 57.92 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你届时可到本
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拍卖）裁定书，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遇法定期限顺延）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即视为放弃选择鉴定评
估机构，现场勘察、领取鉴定书等相关权利。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可在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否则对初稿结论视为认可，本院依
法委托拍卖变卖上述财产，所得款项用于清偿你的涉案债务。本
院将以评估价格作为起拍参考价，择期在淘宝上进行网络拍卖。
公告期满请自行腾房，逾期本院将粘贴公告腾房。拍卖流拍时间
及成交信息详见 www.taobao.com（淘宝网的司法拍卖链接）、当
事人及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等可以依法
参与拍卖，未按规定参与拍卖的，视为自愿放弃权利。本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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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仍应以各自合同的相对性为基础

——陕西西安中院判决被告人蒋某、林某等盗窃案
裁判要旨
对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应当予以没收的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
应结合财物与犯罪的关联程度、
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民事权利等因素，
并综
合衡量财物价值与犯罪情节的相当性作出认定。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案 例 解 析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司法认定
重 点 发 布

P

——安徽高院裁定丰磊公司诉桂丙胜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要旨
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付款责任
的前提是，
各方当事人已经依据合同相对方之间的合同完成了结
算且均存在欠付款项。该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是以肯定各自之间
的合同相对性为基础的、
有条件的突破。
案情
丰磊公司系枞阳中学新校区
3#、
4#楼公寓工程的承建单位，
汪根
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2014年2
月，
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法院对桂丙胜
诉汪根胜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
判令汪根胜偿还桂丙胜借款170万元
本金及相关利息。
2014年12月24日，
经桂丙胜申请，
枞阳法院裁定冻结汪
根胜220万元银行存款，
或者查封、
扣
押其等值财产。
根据桂丙胜提供的执
行线索，
该院先后向丰磊公司及枞阳
中学发出执行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
书，
要求丰磊公司及枞阳中学协助扣
留、
提取汪根胜在枞阳中学的工程款
收入220万元。
在执行异议被驳回后，
丰磊公司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
请
求立即停止对枞阳中学应付丰磊公司
“枞阳中学新校区3#、
4#楼公寓（‖标
段）”
工程款 220 万元的强制执行，
并
确认该工程款属于丰磊公司所有。
另查明：
枞阳中学就案涉工程尚
欠付工程款1298093.55元。
裁判
枞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汪根胜是
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枞阳中学作为发
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汪根胜
承担工程款的给付责任，故枞阳中
学尚欠的 1298093.55 元工程款应属
汪根胜所有。遂判决驳回丰磊公司
的诉讼请求。
丰磊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汪根胜作为丰磊公司承
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当依
据其与丰磊公司相关合同约定结算
其应得工程款，枞阳中学所欠付工
程款并不当然属于汪根胜的到期债
权。丰磊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施工
单位，依法对枞阳中学欠付工程款
享有排除他人强制执行的民事权
益。
遂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
桂丙胜提出再审申请。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二十六条虽然赋予实际施工人直接
向发包人主张欠付工程价款的权
利，
在实体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
但
该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是以肯定各自
之间的合同相对性为基础的、有条
件的突破。
在丰磊公司是否尚欠汪根
胜工程款以及实际欠款数额均不明确
的情况下，
应当停止对枞阳中学应付
丰磊公司
“枞阳中学新校区3#、
4#楼
公寓（‖标段）”
工程款 220 万元的强
制执行。
遂驳回了桂丙胜的再审申请。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二十六

发布后至上诉标的物处理完毕前，就拍卖、变卖等相关事宜的通
知本院不再另行送达。 [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岳洪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道外区广通玻璃不
锈钢经销部与被执行人岳洪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
道外区广通玻璃不锈钢经销部申请执行（2017）黑 0104 民初
9043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黑 0104 执
235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及
（2018）黑 0104 执 2351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 、
（2018）黑 0104 执
2351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如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
将予以罚款、拘留。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于春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北新支行与被执行人于春红、哈尔滨华伦鲍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北新支行申
请执行（2018）黑0104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黑 0104 执 251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失信决定书及（2018）黑 0104 执 251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2018）黑 0104 执 2514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如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
予以罚款、拘留。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民一民初字第 66 号民
事判决书，受理了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执行黑龙江省恒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执行人公告送
达（2018）黑 01 执 98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
限制消费令，限被执行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被执行人应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性执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大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关
凤霞与被执行人哈尔滨大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黑 0102 民初 349 号
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
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
告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
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
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
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由于实际施工
人主张的工程款性质上属于合同之
债，
因此产生的请求权依法仅能针对
合同相对人，即转包人或违法分包
人，
而该条第二款明确突破了合同相
对性，
出台后一直饱受争议。
1.具体分析《解释》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
其第一款是为程序性规定，
旨在明确实际施工人首先应当向合
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具有倡导性。第
二款则是基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
之间已然形成的事实上的权利义务
关系，
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而特别
规定的，
该款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同
时，也明确了发包人承担责任的范
围，
即发包人的欠付工程款。
在审判
实践中，
实际施工人据此起诉发包人
时应当举证证明与其具有合同关系
的缔约人存在丧失履约能力、
下落不
明，
或者怠于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债
权的情形。
2.关于发包人是否欠付工程款
以及欠款数额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
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
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承包人请求
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应予
支持。
由此可见，
即使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无效，
只要承包人按照约定的质
量要求完成施工，
发包人就应当参照
合同约定给付工程价款。
而对于转包
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实际施工
人，
亦属该条所指的承包人，
即实际
施工人得以主张的工程款，
应当参照
其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签订的合
同确定。
3.在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时应结合《解释》第二条规
定予以判断。
质言之，
发包人在欠付工
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付款
责任的前提是，
各方当事人已经依据
各合同相对方之间的合同完成了结算
且均存在欠付款项。
该合同相对性的
突破是以肯定各自之间的合同相对性
为基础的、
有条件的突破，
而非桂丙胜
所主张的
“完全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
则”
。
具体到本案，
桂丙胜请求直接自
枞阳中学扣划工程款，
不仅要证明该
校就案涉工程尚有欠付工程款，
还要
证明汪根胜就其所施工工程与丰磊公
司的结算情况。
因丰磊公司主张双方
尚有材料费、
人工费未结算完毕，
汪根
胜亦在本案中放弃答辩，
故丰磊公司
是否尚欠汪根胜工程款以及实际欠款
数额均不明确，
二审法院认定枞阳中
学所欠付工程款并不当然归属汪根
胜，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案号：
（2017）皖 0722 民初
2066 号，
（2017）皖 07 民终 763 号 ，
（2018）皖民申1524号
案例编写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 孔 蓉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黑 0102 执 2404 号的传票、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被
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信用信息警示
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履行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的 5 日内，逾期本
院将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张焕：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滨光与被执行人张焕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黑 0102 民
初 425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黑 0102 执 156 号的传票、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信用信息警示
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履行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的 5 日内，逾期本院将
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江苏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江苏一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申请执行人山东日照中瑞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江
苏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日照市东港区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作出（2017）鲁 1102 民初 7710 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该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被
执行人应给付申请执行人租赁费 275 000 元及所欠租赁费滞纳
金、电费 108 675.10 元及所欠电费滞纳金、加倍迟延履行金、案
件受理费 6,991 元、保全费 3 020 元、公告费 560 元及执行费 5655
元、执行公告费 500 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及限制高消费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于公告届满之日 5 日（节假日顺延）内自觉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由此产生
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对执行期间涉及的其它相关事宜本
院不再另行公告。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朱蒙：刘玉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法律文书：1、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于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义务：你偿还刘玉
和 20000 元及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2、执行裁
定书载明：冻结你及你同住家庭成员名下的存款30000元或查封、
扣押、扣留相应价值的财产。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费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