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日前联合修订印发了《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
件的若干规定》。根据规定，
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采取
调查性侦查措施，但是一般
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权
利的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
采取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
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禁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拘
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调查性侦查措施’指
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
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
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
关侦查措施，但是不包括限
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财产权
利的强制性措施，意在要求
各地公安机关既要依法履
行立案打击犯罪的职责，又
要慎重选择侦查手段，最大
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正常
秩序的干扰。” 公安部经济
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说。

19日，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
法院分别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
告赵某、赵某某、周某（分别系
死者周某某之女、之夫、之父）
诉被告北京某野生动物世界有
限公司生命权纠纷和原告赵某
诉被告北京某野生动物世界有
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两案。

【原告】索赔218万

2016年7月23日下午， 赵某
一家三口与母亲周某某乘坐私
家车到北京某野生动物园游玩。
游览至东北虎园出口附近时，赵
某从副驾驶下车，从车头绕到驾
驶室旁边位置，被老虎咬住背部
拖至不远处的山坡平台处。周某
某下车救助也遭老虎袭击，事故
导致赵某受伤、周某某死亡。

原告方认为， 被告提供的
猛兽区“自驾游”项目系违法经
营， 项目设计存在的缺陷是事
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被告仅看
重商业利益， 漠视游客人身和
财产安全， 游客安保制度极度
缺失， 无应急预案且没有及时
有效救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被告对周某某的死亡及赵某的
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
此，原告赵某、赵某某、周某以
生命权纠纷为由起诉要求被告
赔偿因周某某死亡产生的全部

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
赔偿金等共计149万余元；原告
赵某以健康权纠纷为由起诉要
求被告按照70%的比例赔偿后
续整形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
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共计69万余元。

【被告】园方无过错不担责

被告辩称， 被告系合法经
营的企业， 延庆区安监局等部
门做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
相关事实的调查及认定结果说
明，园方在此事件中无过错；被
告履行了提示、 告知、 警示义
务，尽到了管理职责；事故发生
后， 被告采取了适当的救助措
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被告先
行垫付了抢救费、 食宿费等相
关费用； 原告诉讼请求数额过
高且相关项目无依据。因此，被
告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两案庭审中，法庭围绕原
告诉求、事发经过等开展法庭调
查。法庭重点组织双方当事人围
绕死者周某某、伤者赵某事发当
时是否存在过错、被告是否尽到
管理职责、事故责任划分等争议
焦点发表辩论意见。

14时18分， 两案庭审全部
结束。法院将择日宣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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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清水塘支行与株洲睿银
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清水塘支
行已经将其基于编号为 19030
204-2013（清支）字 0019 号《网
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及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4）株中法民
二初字第 96 号《民事判决书》
对湖南银德中韩制衣有限公
司、陈慧群、王良旦、王进、谭爱
琴、 王静、 王炯享有的全部债
权、 对抵押物享有的优先受偿
权及其它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
了株洲睿银创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湖南银
德中韩制衣有限公司、陈慧群、
王良旦、王进、谭爱琴、王静、王
炯应按照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株中法民二初字第 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事项向株
洲睿银创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债务清偿义务及承担担保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清水塘支行

2017年 12月 17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清水塘支行与株洲睿银创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
知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遗失声明

通道正宇计算机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通道县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2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30000005242 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道侗族自治县农丰农机专业合
作社遗失通道县工商局 2015 年 3
月 30 日换发注册号 431230N
A000232X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排碧网吧遗失花垣县工
商局 2014 年 6月 10日核发注
册号 433124000013186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州永胜石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昌省，电话 13705907259

遗失声明
湘潭岳塘区清风明月休闲会所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71320，号码：18987442、189
87450、 18987455-1898746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甜思甜品店遗失
在长沙 银 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J55100280631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 G7043011102806310V,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金旅力阳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遗失醴陵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1 月 1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3-2，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281MA4L2JKU9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金旅力阳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阳绯文 电话 15243649251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丰沃达老百姓慧宁
健康药房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21MA
4M87JF0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合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合同专用章，编号 4306
00008890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长城出国劳务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解散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董小平，
电话：13873089986

注销公告
涟源连旺货物运输服务部（普
通合伙）经合伙人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王历凯 13875465868

注销公告
湖南百分珍珠首饰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马文财，电话 13087367366

注销公告
长沙县星星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周国辉，电话 13574135127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天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07 年 7 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13810000006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高精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430200000067376）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天传海特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5 年 3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2000001384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中车纽兰博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2000000715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农村数字电视网络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醴陵地税局核发
税务证正本，注册号 4302216
616714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百业通机电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 年 1
月 23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0104000057646，遗失
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局 2013 年
1 月 10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和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地方
税务局 2013 年 1 月 9 号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为 43
0104597579296，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为 59757
92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英伦大宅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7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注册号 430102000182755；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 2013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430102
070562754；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和副本，代码 07056275-4；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绿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海军，电话 15073059920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雅隆堂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张家界分公司遗失张家界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9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8000000426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福临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赵全强，电话：15116285666。

注销公告
湖南彤彤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王绍丽，电话 13975883348

注销公告
湖南普盛旺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
爱娟，电话 15999636903

遗失声明
湖南天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
焱军（43060219811021861X）
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原件，
证号：湘 2430909104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西渡镇理成灯饰商行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50份， 发票代码：143001410128，
发票号码：16105901-1610595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漫花
间花坊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4300172320，票号 0019
8830，001988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硬派科技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21338549324K）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4 份，代
码 4300163320，作废发票号码
11488909、11488914， 空 白 发
票号码 11488916 至 1148892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欧海科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代 码 ：4300172320， 发 票
号码：27001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慧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12 月 9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111000280911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鸿旺激
光焊接服务部遗失湖南省国税
增值税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
00172320，号码 1616655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浓享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治国，电话 15200291618

遗失声明
桂东县舞蹈协会（注册号：
51431027092581884J）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佳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蒋勇，电话 18673037770

遗失声明
长沙博康益寿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3 月 23日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
A4L3CX29W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本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沂市兰田路桥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 号 430103055816840； 遗 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0558168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华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史雄武，电话 15200888838

注销公告
湖南极客师父餐饮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杨启光，电话 15116826666

遗失声明
湖南茉莉花国际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 4300163130，发
票号码 02207865，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遗失声明
黄光华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湖分局 2013 年 3 月 26 日核
发注册号 430302600190167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力帆图楼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代码：143001520660，号
码：00709172、00709173、00709
180、00709190、00709192、0068
5995、006859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顺风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02582775307
M）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
票号码 097287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老同志超市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一份， 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000428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鸿都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隆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5月 2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5240000249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鸿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91430300790337205Q）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索赔218万！北京“老虎伤人案”庭审
园方：无过错不担责 法院择日宣判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新规范

一般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的强制措施

这位负责人指出， 公安机
关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捍卫
者，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主
力军， 承担着依法保护产权的
重大责任， 在严厉打击侵犯产
权经济犯罪活动、 依法保护各
种所有制经济合法产权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
不可否认， 个别地方公安机关
在执法过程中， 因执法理念落
后、 执法不规范甚至执法过错
而侵犯产权的现象确有存在。”
他说。

据介绍， 若干规定在严格
遵循和深入贯彻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并重精神、 兼顾刑事司
法与产权保护平衡的基础上，
从总则上的原则性规定到分则
中的涉案财物处置均作出了一
系列细化规定， 相关条款高达
15条占1/6强，以妥善处理维护
市场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关
系， 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
纠纷的政策， 准确认定经济纠
纷与经济犯罪的性质， 防范执
法不当行为。

根据若干规定，在立案审查
中，发现案件事实或者线索不明
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
批准，可以依照有关规定采取询
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
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
财产权利的措施。经审查，认为
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
批准，予以立案。

若干规定还明确， 公安机

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时， 应当
考虑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情节
的轻重程度、 有无继续犯罪和
逃避或者妨碍侦查的可能性，
使所适用的强制措施同犯罪的
严重程度、 犯罪嫌疑人的社会
危险性相适应， 依法慎用羁押
性强制措施。采取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
危险性的， 不得适用羁押性强
制措施。 ■据新华社

【采取强制措施时，应考虑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情节轻重】

【涉案财物处置相关条款高达15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