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彬先生：（身份证号410481197910106030）
你方（乙方）与我方（甲方）于2016年10月22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合同约定：乙方于
2016年10月31日前，向甲方交付50万元定金，
于2016年11月30日再向甲方交付50万元，否则
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如不能按期付款，每逾
期一天，按日千分之五向甲方承担违约金，按日累
计。

合同签订后，甲方严格履行协议，向乙方移
交了全部经营场地及生产设备，但乙方始终拖欠
应交付的股份转让金，截止到目前为止分文未
付。乙方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
方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现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九十三条第二款及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和双
方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行使解除权，解除双方签订
的上述“股份转让协议”。

望乙方在本公告刊出之日起七日内，同甲方
结算因拖欠股份转让金需支付的违约金22.5万
元，办理全部生产设备交接手续，并撤离经营场
地。逾期甲方将依法收回经营场地及相关生产
设备，并追究你方（乙方）应付的法律责任。

通知人（甲方）：陈国章
电 话：13137948883

201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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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罚金。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其侵犯的客
体是国家审判机关裁判和执行的权
威。被执行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
生效的判决、裁定，直接损害了法院裁
判和执行的严肃性，影响了法院的正常
司法活动，而且间接损害了诉讼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被告人张某侵占自诉人王某的耕
地，经法院判决后，在履行期限内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书的内容，并转移钱款，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在申请人申
请执行后，法院对其下达报告财产令，
张某拒不报告，经司法拘留、罚款后仍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给被告人造成经
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但在该案审理期间，张某主动
履行了拆除返还义务，并取得了自诉人
王某的谅解。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该案属于感情纠葛引发的临时
起意犯罪

绑架罪，是指用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利用
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担心迫使
其为一定行为，来满足行为人勒索财物
或者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从犯罪构成
上来讲，本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复杂法益，
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生命
权、公私财产所有权。实施的行为必须
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从
主观上来讲，具有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
属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担心、
忧虑的意思。

而该案属于感情纠葛引发的临时起
意犯罪，王某拘禁李某的主要原因是为
了解决感情纠纷，只是在与李某协商不
成、无法达到与李某结婚目的的情况下
索要分手费。而且，在拘禁李某过程中，

王某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危害
李某人身生命安全的方法，其针对的对
象是李某本人，无利用李某之外的第三
人对李某安危方面的忧虑的意思，不应
认定为绑架罪。

王某与李某无债务关系，以非法
拘禁罪论处不当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
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的犯罪行为。本罪属于继续犯，只要行
为人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
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本罪的既
遂。非法拘禁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
体自由权。所谓身体自由权，是指以身
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
格权，亦即在法律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
决定自己身体行动的自由权利。公民的
身体自由，是公民正常工作、生产、生活和
学习的保证，失去身体自由，就失去了从
事一切正常活动的可能。非法拘禁罪主
要保护的是公民人身自由权这一法益。

司法实践中，将索要债务而限制他
人人身自由也纳入非法拘禁罪来规制，
也是考虑到行为人索要的债务是其与被
害人之间合意产生，即便是非法债务，债
权在客观上也归属为行为人，行为人只
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私
力救济。但此种情形成立非法拘禁罪必
须以债务存在为构成要件，即行为人与
被害人之间必须存在债务关系。

就该案而言，王某与李某之间是否
存在分手费并无证据证明，在双方无债
务关系的情形下，王某索要钱财的行为
就不成立保护自身利益，而变为非法索
取他人财物，如仍以非法拘禁罪来定罪
处罚，显然不当。另外，王某以索要分手
费用为由，将李某拘禁在酒店房间，从表
面上看具备非法拘禁罪的主观要件，但
王某除控制李某的人身自由以外，还有
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因此，不应直接

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王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
物的行为。与非法拘禁罪、绑架罪相比，
本罪的犯罪行为更注重财产的获得，属
侵犯财产型犯罪。敲诈勒索罪客观上表
现为行为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使对
方产生精神上的恐惧，使对方基于恐惧
而把财产处分给自己。敲诈勒索针对的
犯罪对象是自己正在“面对”的人，而不
是对犯罪对象的忧虑、担心的他人，这是
本罪与绑架罪的区别。暴力能够成为本
罪的恐吓方法，但仅限于使对方产生精
神上的恐惧，如果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
胁的行为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
度，则构成抢劫罪。犯罪嫌疑人实施威
胁或要挟行为，要求受害人于指定日期
内交付钱财，否则就会实施于受害人不
利的行为，致其声誉受损或造成其他损
害。受害人之所以事后交付财物，主要
是处于威胁或要挟的内容于己不利，害
怕张扬，出于破财免灾的息事宁人心理
而支付钱财。

该案中，王某将李某拘禁在酒店房
间，索要分手费用，不给钱就不放人，使
李某产生精神上的紧张。李某无奈之下
给丈夫吴某打电话要求汇款，后王某又
给吴某打电话要求汇款，其犯罪对象是
李某，符合构成敲诈勒索罪。

结合该案中王某的犯罪行为及犯罪
结果，其行为应属于一种敲诈勒索行
为。再结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该案
系感情纠纷所致，不同于一般的侵财性
犯罪，主观恶性有所区别，从化解社会矛
盾，减少不利因素，实现社会效果和法治
效果的有机统一，该案以敲诈勒索罪来
定罪处罚更为适当。

（梁永刚 程婉侠）

不当情人就要分手费
男子被判敲诈勒索罪

在他人耕地上建房
拒不拆除

同乡“老赖”获刑罚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赵雪晓李峰

安徽男子王某在江苏打工期间，通过微
信认识了同在江苏打工的已婚女子李某。
渐渐地，两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2016 年 6
月，李某从江苏回到老家夏邑县后，王某赶
到夏邑县想将李某接走。对此，李某坚决不
同意，并要与王某分手。

2016年 7月 24日，李某与王某在某酒店
商量分手的事情，当李某明确表示不能跟王
某结婚后，王某向李某提出索要分手费 1.5
万元，否则不会放李某回去。被逼无奈之
下，李某给丈夫吴某打电话，让吴某汇款。
王某也用李某的手机号给吴某打了电话，要
求吴某汇款 1.5万元。吴某得知自己的妻子
被人控制又被索要钱财后报警。民警接警
后将被告人王某抓获。

该案事实清楚，但是对王某的行为
如何定性，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以下
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将李某拘禁

在酒店房间，并向其丈夫吴某索要巨额
分手费，构成绑架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以索要分手
费用为由，将李某拘禁在酒店房间，构成

非法拘禁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将李某拘禁

在酒店房间，并向其丈夫吴某索要巨额
分手费，构成敲诈勒索罪。

夏邑县检察院以王某涉嫌敲诈勒
索罪，向夏邑县法院提起公诉。

夏邑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控制他人妻
子，采取要挟的方法，强行向他人索要
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
人王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
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比
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该案属于感情纠
葛引发的临时起意犯罪，且被告人王
某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归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缴纳罚金，确
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并可适
用缓刑。

近日，夏邑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
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案情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平舆县射桥镇的王某和张某是同

一小组的村民。1993 年，王某外出打
工，其间将自己承包的 2.7 亩耕地租给
张某耕种，张某在耕种期间擅自在耕
地上搭建了三间简易房。2011 年，不
再外出务工的王某，要求张某返还土
地并拆除房屋。2013 年，张某返还了
王某2.5亩土地，剩余的0.2亩土地因盖
有简易房，张某拒不返还。此后，王某
与张某多次协商无果。

2015 年，王某向平舆县法院提起
诉讼。2015年 9月 8日，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将
耕种原告王某的0.2亩承包地上的简易
房拆除，并将该土地返还原告王某。
张某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然而，因张某迟迟未将简易房拆
除，不能返还王某耕地，2016 年 4 月 29
日，王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受
理案件后，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向张某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张某在 2016
年7月20日前履行判决义务，同时责令
张某在限期内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

该案的执行法官多次到张某家中
对其做思想工作，但张某想方设法躲
避法院执行，拒不履行义务，拒不申报
财产。因张某拒不履行义务并报告财
产，法院依法决定对张某拘留15日，但
张某并未在其保证的期限内履行义
务。2016年 10月 25日，法院对张某作
出了罚款 5000 元的处罚决定，张某仍
未履行。

2016 年 12 月 8 日，王某以张某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由向平舆县
法院提起控诉。在该案审理期间，张
某主动履行了拆除返还义务，并取得
了自诉人王某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判决张某构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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