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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前脚刚买好车，推销
GPS

后脚就
跟着来了；这边刚签好收楼合同，

那边就有装修公司来电； 甚至孕
妇还没生产就有奶粉经销商登
门。 而手机上每天都会接到各种
各样奇怪信息， 个人信息被非法
披露情况日趋严重。

2009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首
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
保护范畴。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
事、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徐松林教授认为此举有助于保护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 有利于从源头上
打击和治理利用公民个人信息从事
电话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对于“个人信息”范围，徐松林
教授认为，只要是公民没有公开、不
愿公开或者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加
以保密的均属于个人信息， 其范围
十分广泛，包括公民的年龄、职业、

住址、电话号码、婚姻状况、家庭成
员、财产状况、奖惩记录等一切与公
民身份和生活相关的信息。

侵犯个人安全信息罪有一个要
求是“情节严重”。对此，徐松林教授

认为，非法出售、泄露或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数量多、 交易金额大或造成
他人巨额财产损失、 引发其他犯罪
等严重后果都属于刑法处罚的范
围。

日常生活中，有些调查公司、侦
探公司采用跟踪、盯梢、入户访问等
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有些电信、

保险、 房地产中介等机构的从业人
员碍于情面向朋友透露所掌握的公
民个人信息。

徐松林教授告诉记者， 这些游
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 如果达到情
节严重的程度， 可能涉嫌侵犯个人

信息安全犯罪，应该引起注意。他还
提醒有关单位在发布个人简介时应
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并进行必要的筛
选。

徐松林教授对记者说， 这次刑
法修正案（七）的规定较为笼统，在
实践中操作存在不少难点。 尤其对
于一些单位将本机构人员信息公布
于网站上， 一些经营信息的企业或
个人通过网络搜索上述信息并整理
出售的是否应该入罪？对于“非法获
取”是否应以购买者“明知或应知”

提供者信息来源不正当性？ 这些法
律规定尚不明确， 亟待两高出台相
关司法解释对上述问题进行明确和
细化。

徐松林教授建议立法机关尽快
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
息安全进行全方位保护。

宣判后， 记者采访了本案审
判长、 香洲法院刑庭副庭长彭海
欧。

记者： 本案中， 被告人周建
平非法向诈骗团伙提供了公民的
个人信息， 公诉机关业是以非法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而法院为何最终认定的罪名是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彭海欧： 两罪之间最主要的
区别体现在主体不同上。 非法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
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

电信、 交通、 教育、 医疗等特
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作人
员， 是特殊主体。 被告人周建平
不属于上述主体， 因此公诉罪名

不当。

两罪在客体、 客观方面也存在
区别。 “非法获取”， 是指窃取或
者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行
为， 具体可以为： 披露、 使用、 盗
窃、 购买、 胁迫等表现形式。

记者： 司法实践中对侵犯个人
信息犯罪的认定有哪些难点？ 对保
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您有什么建
议？

彭海欧： 一是取证较难。 个人

信息的泄露途径较多， 有可能在银
行、 电信， 也有可能在买车时、 买
房时， 而这些信息究竟是在哪个环
节被泄露调查起来十分困难； 二
是条文规定还不够细致、 全面。

比如，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要求“情节严重” 才入罪，

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 而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
罪主体也十分有局限， 范围过窄。

实践中比如各类事务所、 职业介

绍所、 物业管理处等都可能实施相
同行为， 对这些主体应如何追究责
任也是难点。

我建议， 公民个人要提高信息
安全防范意识， 尽量不向外界提供
私人信息或者提供过分细致的资
料， 一旦发现被侵犯， 则应立即报
案。 对于冒充他人进行电话诈骗的
受害人要多个心眼， 比如回拨电话
或通过其他固话等途径进行核实，

不可轻率汇款。

个人信息安全重在日常防范

目前， 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
信息实施电话诈骗案件时有发
生。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 该类犯
罪的手法特点事实上十分简单，

也没有太多技术含量。 主要分四
步：

第一步非法获取个人信息
以本案为例， 为了购买“广

东省政府官员” 通讯录， 被告人
黄燕万、 黄晓万通过网上搜索引
擎获取了卖家的联系电话， 以
2400

元购买到领导通讯录及其
通话清单。 通过这样手段先后获
得了

19

份领导名单及通话清单，

而被告人周建平与上述诈骗团伙

的林桂平之所以能接上头也是靠的
网络搜索引擎。

第二步通过试探去伪存真
对买来的通讯录探明真伪， 并

确定冒充对象， 这是电话诈骗实施
的第二步。 被告人李斌海获取通讯
录后， 指示被告人邵国松、 王剑波
等人利用事先购买好的多部手机和
电话充值卡， 以电话请吃饭的

方式拨通号码， 核实领导的身
份。

第三步实施手机变号显示
获取号码后， 如何能将被害人

手机的来电显示为冒充对象的号
码， 这是诈骗能否成功的关键。 本
案中， 诈骗团伙使用了一个手机
变号软件， 这是一个操作平台，

只要使用平台所有人提供的账号

和密码， 通过充值电话拨打平
台号码， 对方收线后会自动回
拨， 这时再输入电话号码就可
以变号使用。

可怕的是， 这种软件也是通过
网络搜索功能获得的。

第四步轮番冒充实施诈骗
诈骗团伙安排人员根据电话清

单逐一打电话行骗， 一般是冒充领
导的身份谎称有事急用钱， 让对方
汇款至指定账户。

记者发现， 被害人接到显示为
领导来电的通话后， 不好意思或没
有回拨核实， 是造成自己上当受骗
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 一些国家机构
或公共服务部门在履行公务或
提供服务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
息被非法泄露的情况时有发
生， 对公民个人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严重
威胁。

2009

年
2

月
28

日， 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该法
第七条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
金融、 电信、 交通、 教育、 医
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
家规定，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
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者非法提
供给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
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 对
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
罚。”

2009

年
10

月
16

日， 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
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
规定

(

四
)

》， 明确规定了《刑
法修正案

(

七
)

》 中的相关罪
名。

《刑法修正案
(

七
)

》 第
7

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犯罪， 体现了刑法关注民生和
反映社会实际需要的导向。

《罪名补充规定
(

四
)

》 将该罪
罪名规定为出售、 非法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 “情节严重” 是
以上两罪的共同要求， 即虽有
出售、 非法提供行为或者非法
获取行为， 但情节不严重的，

不构成犯罪。

供暖为寒冷冬季中的百姓家居提供了温度的保证与生活的舒
适， 随着供暖期的临近， 有关供暖的纠纷随着天气变冷而不断升
温， 如何正确处理供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成为许多住户头疼的问
题。就供暖过程中常见的典型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庭长期审
理此类案件的法官对此一一做出解读。

空置房屋应否交费
张先生有多处住房，其中一处集中供暖的房产常年空置，供暖

季结束后，供暖公司将张先生告上法庭索要供暖费。张先生认为自
己并未居住该房屋，没有享受供暖服务，没有享有权利，也不存在
支付供暖费的义务。法院审理后做出裁决，判令要求张先生支付相
应供暖费。

有的房子长期空置，房主感到供暖是供暖方的单方行为，自己
并未享受供暖服务，付费不合理。而有的人又希望取暖就像使用水
电一样，什么时候想用就用，不用就关掉，可以自己控制，对于目前
这种个人不能控制的取暖方式和计费方式有意见。

对此，法官告诉记者，集中供暖的空置房屋应当交纳供暖费。

原因如下：第一、老居民楼的集中供暖管道大多是单管串联式的，

用户在享受同质的供热服务时被牢牢捆在一起。 供热部门没有技
术条件对居民办理用热或停热手续；第二、供暖服务不同于一般的
商业服务，带有公用服务性质，只要收缴的取暖费达到一定比例，

即使还有欠款也要供热， 而且现有的供暖设施决定了必须每户保
证供热，才能达到整体供热效果良好和不加大供热成本的目标，如
果一个楼里的少数居民“停止供暖”，相邻房屋就要受一定影响。一
旦大面积停止供暖， 必然增加供暖公司的运营成本， 影响供暖质
量；第三、这一问题受限于现有的集中供暖、按面积计费的方式。按
分户计量的标准安装了分户供热系统是以后的趋势， 满足一定条
件就可以采取分户计量的方式， 按每户的实际用热量收取供暖费
用。

蹭暖一族如何定性
李先生居住的新建小区，均为业主用壁挂炉自行采暖。冬季来

临， 李先生发现自己居住的房屋左邻右舍都将房屋改为“地采
暖”， 自己无需过多使用壁挂炉， 决定将壁挂炉停止使用， 而改
为使用电暖器， 借助邻居地暖的温度传导和少量用电采暖， 节省
了部分供暖费用。

依靠楼上楼下“余热” 的取暖方式称为蹭暖， 对于“蹭暖
族”， 主要在自采暖住户改造地暖后产生。 因为热会产生传导，

因此如果某一住户自己不采取主动的采暖措施， 与他相邻的楼上
楼下、 左右邻居的热能都会向不采暖的房间延伸， 自采暖住户要
达到合适的温度， 必须采取加大功率等方式才能得到保障。 可以
说， “蹭暖族” 实际上是借用邻居的采暖行为来占小便宜。

法官告诉记者，“蹭暖一族”的行为虽然并不违法，却有悖道德
情理。业主的公共道德意识提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业主在自
采暖过程中都不贪图“小便宜”，自采暖住宅的平均能耗自然会减
少， 并逐步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人人都打算搭别人的采暖“顺风
车”，谁也不愿意使用燃气自采暖的话， 整个楼内的业主冬季自采
暖质量只能越来越差， 实际上受损害的是业主自己。

欠费是否过时不究
王先生住在集中供暖的房子里， 四年未交供暖费， 供暖公司

将其诉至法院。 在法庭上， 王先生认为供暖公司主张
4

年的供暖
费， 其中两年的供暖费已经超出诉讼时效， 法院不应保护该部分
权利， 只同意支付两年的供暖费。 法院经审理， 判令王先生交纳
4

年供暖费。

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记者，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
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

我国法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二年。 供暖合同具有不同于其他合
同的公共服务性、 行政强制性、 强制继续履行性， 供暖合同中供
暖公司与采暖的业主权利不尽平衡。 而且由于实际采暖人众多、

居住分散， 供暖公司在主张权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而且采暖人
拖欠供暖费势必对这一社会公用事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损害社会
公众的利益， 所以人民法院对供暖合同适用诉讼时效不宜过苛，

除供热单位明显怠于主张权利， 应当认定供暖公司在持续的主张
权利。

温度不达标如何取证
郭先生不交供暖费， 被供暖公司诉至法院。 郭先生认为房屋

冬季温度过低，并不符合法定温度标准，并将自行测温的记录提交
法院，但是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判令其依然按国家标准支
付供暖费。

对此，法官提醒说，由于房屋楼层朝向、管道设施老化、暖气散
热性能、 楼宇距供暖锅炉距离等原因， 冬季采暖中室温会有所差
别，个别业主房屋不能达到法定温度标准，应当在供暖季来临后，

与当地供暖办进行联系，业主、供暖办、供暖公司三方进行现场测
温，以确定室温是否达标。 如室温不能达标，应视具体情况对业主
承担的供暖费酌减。

首例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罪案珠海宣判

被告人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刑一年半
本报讯 （记者刘晓燕通

讯员林劲标刘天然） 近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邵国松、 王剑波、 黄燕万
等

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到十一年
不等， 并处罚金

4

万到
15

万不等；

而被告人周建平则因向上述被告人
非法出售个人信息资料， 被以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据悉， 自
2009

年
10

月
16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针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制定施行《关于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
规定

(

四
)

》 后， 周建平是被以侵
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
责任的第一人。

法院审理查明，

2008

年
11

月， 周建平在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

路成立了广州市华探调查有限公
司， 违反规定， 非法获取他人电话
清单、 手机清单和人员资料。 同年
12

月， 被告人林桂余来到其公司
要求周建平向该诈骗团伙提供

14

位领导的电话号码及通话清单。 周
建平通过林海棠和网友“皇家大
卫” （均另案处理） 非法购买了电
话清单， 并以每份

1200

元或
1500

元不等价格先后向林桂余出售了
14

份电话清单。 仅这一转手， 周
建平就从中获利

1.6

万元。

根据周建平提供的电话清单，

2009

年
2

月
2

日， 被告人李斌海、

林桂余、 黄燕万、 邵国松伙同他人
冒充珠海市霍副市长， 骗得其亲友
马某

5

万元。

据了解， 邵国松这伙电话诈骗
集团还从其他途径非法获取他人信
息， 有分有合先后疯狂进行电话诈

骗。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
19

日， 邵国松、 王剑波、 黄燕万、

李斌海、 林桂余、 邵金华、 黄晓万
等七人共先后作案

5

起， 分别冒充
恩平市委书记、 深圳市宝安区消防
中队队长、 佛山市纪委书记等人以
急用为由对其亲友进行电话诈骗，

共非法敛财
83

万元。

2009

年
2

到
3

月期间， 八被
告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认为， 邵国松等七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 法院根据被告人参与
诈骗的次数和数额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周建平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 情节严重， 该行为已构成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宣判后， 各被告人均未提起上
诉， 判决现已生效。

通过搜索输入“领导电话号码”， 相关信息竟然一下子跳出
36

万
余条， 其中不乏大量非法信息。

特别关注

供暖纠纷引出话题

本报记者刘晓燕本报通讯员范静汪懿

新闻背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者要治罪

连续法官

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访谈

新闻观察

且看电话诈骗四步棋

本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支
行的申请， 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裁定苏州市长鸿特
种钢有限公司重整，并于同日指定江苏新瑞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苏州市长鸿特种钢有限公管理人。

苏州市长鸿特种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10

年
4

月
2

日止， 向管理人江苏新瑞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江苏省常熟市辛庄工业
园区长鸿路苏州市长鸿特种钢有限公司内， 邮政编
码：

215555

，联系电话
0512-52489728

、

52489128

）申报
债权。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不得
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苏州市长鸿
特种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
理人江苏新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下
午

1

时
30

分在苏州市长鸿特种钢有限公司内召开，

请各位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
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则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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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赵明芝： 本院受理原告叶连全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

吉林
]

镇赉县人民法院
姜显武：本院受理原告东丰县镇郊信用社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吉林
]

东丰县人民法院
张威（又名张超）、杜敏

:

本院受理原告王忠财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吉林
]

东丰县人民法院
杨啊秀： 本院受理原告张荣玉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开
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吉林
]

靖宇县人民法院
王颖： 本院受理李美枝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孙红珍： 本院受理原告梁绍兵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十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

四川
]

罗江县人民法院
刘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彭联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云南
]

永善县人民法院
彭泽县顺安运输有限公司、范龙祥：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湖州市分行诉你们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8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王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钱塘航空实业有限公司

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吴海忠： 本院受理原告谢益中诉你及徐敏道路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台州宝联搪瓷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大

麻峰杰五金厂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手续。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周智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张娟香、 杨继洪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
2010

年
4

月
6

日下午
13

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桐乡市人民法院
唐琴：本院受理潘金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小越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上虞市人民法院
衢州市梦珑山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杨汉文、 高云

燕、杨永柱：本院受理原告王亚珍、王亚平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

2009

衢商初字第
1507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康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吴建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康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吴连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康仕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叶金英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市建雄纸制品有限公司、何伟生、寿建海、何巨：本

院受理原告江智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市建雄纸制品有限公司、何伟生、寿建海、何巨：本

院受理原告李金财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衢州市建雄纸制品有限公司、何伟生、寿建海、何巨：本

院受理原告张雪忠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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