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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诉讼 难点依旧多多
作为债和合同的保全制度之一， 撤
销权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债务人
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 对于遏制债务人
隐匿资产、 逃避债务， 充分保护债权具
有重要意义。 撤销权制度能够平衡债权
人利益与债务人处分自由及第三人利
益， 成为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重要法
律制度。
长期以来， 我国民法中不存在债和
合同的保全制度。 直到1999 年施行的
合同法， 首次规定了债权人的撤销权，
为债权人排除债务人对债权的侵害提供
了法律依据。
不过，一直有观点认为，此规定固然
可喜，但推敲起来仍有值得思考之处。
有人提出， 由于对债权人撤销权的
理论基础研究不够， 并且债权人撤销权
制度本身与破产法上的撤销权、 民事行

撤销权制度审视
为中的一般撤销权、 债权人代位权等存
在制度上的相似性， 导致该制度在具体
适用上存在问题。
除此， “值得思考之处” 还有： 关
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够明
确，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债权人的代位权
制度的调整范围划分不合理； 合同法第
七十四条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放弃
到期债权”、 “无偿转让财产”、 “有偿
低价转让财产” 三种， 无法涵盖大量诈
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
对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鲁曼认为， 合同法列举的三种类型仅为
债务人诈害债权人利益的典型方式， 债
务人诈害债权人利益而达到“无偿转让
财产” 的手段或方式无法穷尽。 为使债
权人撤销权能够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对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之“无偿
转让财产” 应当作出从宽的解释， 应包
括债务人所有的无对价处分财产的行
为， 诸如以买卖、 赠与、 借用、 提供担
保、 设定用益物权、 放弃财产权利等形
式处分财产的行为。 同理， 该条所规定
之“ 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也应
当包括债务人所有的以明显不合理的对
价处分财产的行为。
□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并非新类型案
件， 但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受理的此类案件情况看， 在
2009 年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此类案件呈明
显上升趋势。 这类案件涉及至少两个
合同关系和三方当事人， 事实复杂，
给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错综复杂的纠纷
头沟法
， 门
2009 年
12 月
11 日
院对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作出
一审判决， 原告的诉讼请求大部分被
支持。 此案涉及多个合同关系和当事
人， 案情错综复杂。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
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电力设计
院） 与北京市祺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下称祺洋公司） 有合同纠
纷， 2008 年5 月9 日， 电力设计院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其间， 电力设计院提出财产保全
申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当
年6 月22 日作出裁定， 查封祺洋公
司一处未出售的5000 平方米房产。
京仲裁委
， 北
2009 年
1月
9日
裁决祺洋公司支付电力设计院4900
余万元。 案件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
后， 祺洋公司仍未能履行付款义务。
电力设计院诉称， 他们得知， 祺
洋公司在对另一房地产公司的合同纠
纷中胜诉， 享有对该房地产公司债权
万元。 但2009 年6 月8 日，
2800 余
祺洋公司与王某签订《 债权转让协
议》， 将对另一房地产公司的2800 余
万元债权转让给王某。
电力设计院认为， 祺洋公司为逃
避债务、 将巨额债权财产转让他人的
行为， 严重损害了电力设计院的合法
权益， 遂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祺洋公司
与第三人王某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
的行为， 祺洋公司和王某并负担电力
设计院行使撤销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元。
5万
被告祺洋公司则辩称， 其因建筑
工程欠王某3000 余万元， 将2800 余
万元债权收益转让给王某有事实依
据， 并且已经法院裁定书确认合法有
效； 法院已经裁定查封了祺洋公司

本报记者沈荣

在丈夫毫不知情之下， 妻子以丈夫
为被保险人买了7 份航空意外保险。 身
为律师的丈夫李滨认为保险公司及保险
经纪公司的行为存在不规范， 以侵犯了
自己的人格权为由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 1 月4 日，法院虽然认定保险公
司程序违法，但以李滨诉由不当，驳回其
诉讼请求。
去年1 月， 李滨的妻子王滨为丈夫
购买机票时， 在保险经纪人推荐下， 花
给丈夫买了8 份航意险， 保额达
160 元
元，后来退了一份保险， 保额还剩
480 万
元。 “我随后坐飞机时，又买了一份
420 万
为期一年、受益人为母亲的意外险，但保
险公司并没有告诉我妻子买了7 份保险
的事情。 ”李滨说，当他回京、收到保险公
司退来的保单时， 才知道自己“ 背上” 了
元的保险合同，受益人均是妻子。
420 万
李滨说，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作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李妍摄

平方米的房产， 电力设计院的债
权有充分保障， 祺洋公司转让债权行为
对其并不构成损害。
当事双方分歧非常大。 祺洋公司将
其2800 余万元债权转让给王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 是否对电力设
计院造成了损害？ 这些问题是争议的焦
点。
据悉，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明示
祺洋公司与王某应当就双方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 所依据的真实交易关系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 但在举证期限内， 二者
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
法院认为， 法院裁定书并未对祺洋
公司与王某之间存在真实、 合法、 有效
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实体认定； 虽然祺
洋公司5000 平方米的房产被裁定查封，
但这一保全措施未能保障电力设计院实
现债权； 祺洋公司在强制执行期间通过
协议方式向王某转让巨额债权， 祺洋公
司与受让人王某在举证期限内并未就转
让（受让） 债权取得（支付） 了对价提
供相应证据。 因此， 法院认定祺洋公司
转让债权行为构成了无偿转让财产。
为此， 法院判决撤销祺洋公司转让

5000

债权的行为， 并支付电力设计院律师代
理费3 万元。
据悉， 祺洋公司与王某均已就该案
提出上诉。

审理中的一些难点
据门头沟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张金星
介绍， 2009 年， 该院民二庭受理债权
人撤销权纠纷4 起， 数量呈明显上升趋
势， 其中3 起案件所涉的债权标的超过
元， 且该3 起案件中被告债务
2000 万
人均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此类案件事实
复杂， 各方当事人争议大， 审理有一定
难度， “债权人的主体资格、 转让财产
行为是否构成低价或者无偿转让， 是否
损害债权人的债权， 债权人提起诉讼是
否超过法定期限等， 这些是诉讼当事人
的主要争议焦点。” 张金星说。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因债务人
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对
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
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
成损害，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 债

一份航意险的侵权与契约之辩
为专业的保险经营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
应当依法经营，但两被告在订立以死亡为
给付保险金条件的航意险时，却没有征得
自己同意，这一行为违反了保险法。
李滨表示，他和妻子关系良好，打这
起官司是出于公益考虑。 “ 航意险出台
险法施行近14 年， 但不征求被
，保
20 年
保险人本人同意就签订保险合同的‘惯
例’ 仍然存在， 而且如果真的出事， 保险
公司还可能根据保险法， 打着未经被保
险人同意合同无效的名义拒赔。 ”
法院认为，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
件的合同， 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
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王滨
以李滨为被保险人向保险经纪公司购买
的7 份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以死亡为给付
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应当经被保险人李
滨的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在没有
被保险人李滨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吴文红
村佳爱
本院受理原告三星香港有限公
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长民三（民）初
字第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对被告吴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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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自公告之日起满6 个月，即视为对被告 村
30 日
佳爱（TSUJIMURA KAE）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 并定于被告 村佳爱
证（ 答辩） 期满后第二日9 时
（TSUJIMURA KAE ） 举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0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遇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余志松：本院受理原告张世兵与你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定于
上午9 时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2010 年
3月
19 日
第三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宁波金嘎婴童木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富优
典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李玉萍：本院受理罗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八民一初字第4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0 ） 贺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0）贺八民
一初字第48-1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本案定于2010 年4 月2 日
（WU WEN HONG ）、
（TSUJIMURA KAE ）:
，
、
、
、
、
（2009 ）
。
1433
（WU WEN HONG ）

法官现场勘查。

的情况下， 保险经纪公司出售该7 份保
险以及保险公司承保其中一份保险的行
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违反上述法律
规定的行为后果是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产
生影响，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契约责任，而
不是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销售航意险
时， 不需要被保险人签字
确认存在漏洞。为此，法院
向北京市保险行业协会发
出司法建议。
司法建议说， 通过对案件的审查和
对航空旅客意外伤害险投保流程的了
解， 法院发现航空旅客意外伤害险销售
程序不规范和保单格式缺陷的问题是各
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的： 旅客在购买航空
旅客意外伤害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签字
确认， 相应的保险单上也没有被保险人

上午8 时30 分在本院第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张家平： 本院受理原告周伦梅诉你离婚一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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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州]绥阳县人民法院
[贵
郑州春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长葛
市加美陶瓷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渤海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王爱芹、 李松振及你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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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河
罗萍、 罗玉春、 陈中雄、 胡艳红、 陈卫良、 王欢玲、
黄海波、 凌建怀、 姜化清、 吴利霞： 本院受理原告陈
长明诉你们一般相邻关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陈长明起诉要求你们赔
偿其经济损失5000 元并共同更换公用的卫生间排
水道。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本案定
于2010 年3 月25 日上午9 时在本院二楼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湖
杨一帆：上诉人陈治艳、陈运花、陈满花、陈自立、
陈自强就（2009）通民一初字第157 号判决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60 日

在侵权行为法的意义上考察， 保险
经纪公司销售7 份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保
险公司承保其中一份保险的行为， 不存
在侵犯李滨人格权的主观恶意。 为李滨
购买保险的第三人王滨是李滨的妻子，
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有理由相信王

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
的行为。
从此规定可以看出， 法律上把债
权人撤销权分为两种类型三种方式，
第一种类型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
权、 无偿转让财产引发， 第二种因债
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引
发。
张金星告诉记者， 实践中， 债务
人明示放弃到期债权、 无偿转让财产
的情形很少， 债务人与第三人一般多
以抵债、 债权转让等协议形式予以处
分， 对这种交易的真实性较难认定。
此外，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财产
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作为债权人行
使撤销权的条件之一， 也就是说， 债
务人只有在放弃债权或者转让财产行
为， 使债权人债权处于不能清偿或不
能及时完全清偿的境地， 从根本上害
及债权的实现， 才能被撤销。
张金星认为， 这在实际操作中也
有一定的难度： 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构
成“ 损害”？ 有时不好认定。 上述案
例中， 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仍未
收回债务， 相对容易认定债务人处分
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那
么除去执行裁定， 还有哪些情况能对
此予以充分认定？
要厘清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
题， 还有赖于举证情况。
通常情况下， 撤销权诉讼中债权
人应当就是否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
的债权、 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是否损害
债权等承担举证责任， 而对于债务人
的处分行为是否构成放弃到期债权或
者无偿转让财产， 则应当根据公平原
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各方当事人
的举证能力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实践中， 有些提起撤销权诉讼的
债权人， 其债权的履行期限尚未到
期， 债权人证明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者
转让财产行为有害债权相对困难。 门
头沟法院民二庭法官梅宇说， 此类诉
讼中， 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的撤销请
求权进行抗辩的， 应承担举证责任，
以证明其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
产的行为并未损害债权人债权， 并且
对于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及时清偿。 否
则，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滨为李滨购买保险是善意的， 保险经纪
公司和保险公司主观上并不具有侵犯李
滨人格权行为要件的主观过错， 其行为
也不是侵权法上的侵权行为。 另外，未经
被保险人李滨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
的事实， 通常不会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
李滨的人格尊严的贬损， 李滨也没有提
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人格权受损害的
事实。 因此，李滨主张保险公司和保险经
纪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人格权利， 无事
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经纪公司、 业务员或
者保险代理人加强
规范化管理。 航空意
外伤害险应当由被
保险人亲自购买， 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
的，其父母可代为购买。销售人员应对购
买者的身份进行相应的核实； 贵协会组
织各保险公司统一修改航空旅客意外伤
害险的保险单，增加被保险人签字一栏。
旅客购买航空旅客意外伤害险时必须由
被保险人签字确认； 被保险人为未成
年人的， 由其父母代为签字确认。

司法建议：关键程序不能省
签字一栏； 保险的销售过程中存在着他
人代被保险的旅客购买航空旅客意外伤
害险的情形。没有被保险人的签字，保险
合同是否经过了被保险人的同意并认可
保险金额难以认定，容易引起各种纠纷。
法院建议， 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各保
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统一完善航空
意外伤害险的销售程序， 对代理销售的

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川]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四
张素群：本院受理邹宇念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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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在本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一式两
份。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 本院定于2010 年
上午9 时30 分在本院万胜法庭开庭审理此
3 月30 日
案，如你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川]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四
杨平刚：本院受理原告唐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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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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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川]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四
张东明： 本院受理原告石群英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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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0 年4 月29 日上午9 时在多悦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川]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四
刘艳艳： 本院受理王德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 廉政和五个严禁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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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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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15 日
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湖
黄爱明：上诉人曾七星、陈威江、赖雪平、姜爱国就
民初字第285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
(2009)临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 逾
期将依法审理。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金华市龙诚工具有限公司、 涂晔： 江西省黎川县
包装装璜厂诉浙江新风景塑胶有限公司、光泽县光华
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陶龙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浙江新风景塑胶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09)抚民二终字第8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
则视为送达。
西]黎川县人民法院
[江
周丹： 本院受理罗利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并应于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提交所有证据材料。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 日上午9 时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开庭地点为本院海棠法庭第三审判庭， 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刘惠、 邓均、 宋晓轩。 如你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川]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四
王汉荣： 本院受理原告谢晓兰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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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第三者”不是人
□

杨钊杨清惠

孙某名下有京牌为GUM 和
两辆车， 2008 年底驾驶车牌
为 车辆（ 已投保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
险） 的司机操作不当， 与车牌为
车相撞， GSZ 司机负事故
GUM 的
全部责任。 孙某以GSZ 车主身份
为GUM 车辆赔付了车辆修理费
元， 并据此以GSZ 车辆的第
3.3 万
三者责任险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
请， 保险公司以两辆车的登记所有
人均为孙某为由拒绝赔付第三者责
任险， 孙某不服将保险公司告上法
庭。
日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审结此案。 法院认为， 第三
者责任险所指的“第三者” 应以财
产作为判断标准， 而非以财产的所
有权人为判断标准， 本案中京
辆应为京GSZ 车辆的第
GUM 车
三者车辆， 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辆因支付第三者车辆修理
GSZ 车
费而遭受的损失3.3 万元。
某与
， 孙
2008 年12 月23 日
保险公司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合同及机动车保险合
同， 双方约定保险公司承保孙某名
下车牌号为京GSZ 的车辆的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
责任险等险种。 2009 年1 月24
日， 司机王某驾驶投保车辆与司机
刘某驾驶的车牌号为京GUM 的车
辆发生碰撞， 造成两车受损， 无人
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 经交警支队
调查认定， 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 刘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孙某
为车牌号为京GUM 的车辆支付了
车辆修理费3.3 万元， 并据此向保
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 但保险公司
以车牌号京GUM 的车辆与车牌号
京GSZ 的车辆行驶证登记的所有
人均为孙某为由， 拒绝履行赔偿义
务。
GSZ
GSZ

■

说法■

自己车相撞保险公司也赔

法院审理认为， 第三者责任
保险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属于财产保险合同范畴， 是
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
的保险合同， 故所指的“ 第三者”
应以财产作为判断标准， 而非以
财产的所有权人为判断标准。 孙
某为京GSZ 车辆所投保的第三者
责任保险， 承保的范围为因京
辆所造成的损失。 虽然京
GSZ 车
京GUM 两辆车同为孙某
GSZ 和
的财产， 但在本次事故中京GUM
应为京GSZ 车辆的第三者车辆，
因京GSZ 车辆责任给京GUM 车
辆造成的损失， 应当属于京GSZ
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理赔范围，
在没有证据证明投保车辆存在故
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下， 法院
判令保险公司赔偿孙某车辆修理
费3.3 万元。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鲁甸县人民法院
[云
钟万会：本院受理周仕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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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告知书、廉政和五个严禁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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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鲁甸县人民法院
马红卫、刘联东、王艳荣：本院受理普宝荣、普宇诉你三
人及大地保险公司济宁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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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云
盈江县宏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符开禄与
你公司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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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8
时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王胜昌： 本院受理原告佟吉宝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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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
内， 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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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