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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已于

2010

年
1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2

次会议通
过， 现予公布， 自

2010

年
3

月
16

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三月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正确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
践，就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铁路行车事
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铁路运输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与铁路运输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
者形成劳动关系的铁路职工在执行职务中
发生的人身损害， 依照有关调整劳动关系
的法律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条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受害
人、 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
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为赔偿权
利人，有权请求赔偿。

第三条赔偿权利人要求对方当事
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由事故发生地、列车
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
院管辖； 赔偿权利人依照合同法要求承
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人身损害赔偿
的，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
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第四条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
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铁路运输中发生人身损
害， 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造成的；

（二）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
式造成的。

第六条因受害人翻越、 穿越、损
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
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 偷乘货
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
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

路线路， 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
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
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
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
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
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
为的，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
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
责任；

（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
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上述过
错行为的，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
失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七条受害人横向穿越未封闭的
铁路线路时存在过错，造成人身损害的，

按照前条规定处理。

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劝阻或者无
视禁行警示信号、 标志硬行通过铁路平
交道口、人行过道，或者沿铁路线路纵向

行走，或者在铁路线路上坐卧，造成人身
损害， 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已充分履
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不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八条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人身损害的，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
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
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

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人身损害的，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

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
责任， 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
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

第九条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
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
身损害的， 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
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铁路运
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 按照各自的
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

平原则分担责任。 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
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 有权
向另一方追偿。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
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人身损害的， 按照本
解释第四条至第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在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
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造成人
身损害的， 由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
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道口管理单
位有过错的， 铁路运输企业对赔偿权利
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有权向道口管理单
位追偿。

第十一条对于铁路桥梁、 涵洞等
设施负有管理、维护等职责的单位，因未
尽职责使该铁路桥梁、 涵洞等设施不能
正常使用，导致行人、车辆穿越铁路线路
造成人身损害的， 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
解释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 有权向
该单位追偿。

第十二条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

旅客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
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
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
定， 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
责任的大小； 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
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
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 确定
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
的大小。

第十三条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第
三人侵权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 由实施
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铁路
运输企业有过错的， 应当在能够防止或
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
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车外第三人投掷石块等击打列车造
成车内旅客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要求
铁路运输企业先予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
向第三人追偿。

第十四条有权作出事故认定的组
织依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条例》 等有关规定制作的事故认定
书，经庭审质证，对于事故认定书所认定
的事实， 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和理由足
以推翻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
的根据。

第十五条在专用铁路及铁路专用
线上因运输造成人身损害， 依法应当由
肇事工具或者设备的所有人、 使用人或
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释。

第十六条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
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 本解释施
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2010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2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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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4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482

次会议通过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以下简称《解释》）， 本报记者就
《解释》 的起草背景、 指导思想和主要
内容等， 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
庭负责人。

问： 《解释》 的出台背景如何？

答： 这些年来， 各地法院在审理铁
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遇到了
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如何理解铁路法第
五十八条等疑难问题， 在实践中也一直
存在不同认识， 并导致了法律适用不
同、 裁判尺度不一的情况。 各地法院多
次反映，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
法解释。 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
速发展， 铁路建设也日新月异， 铁路通
车里程不断增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范围不断扩大， 铁路运营的环境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使得人民法院
在审理此类案件又遇到了新情况、 新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作为全国
铁路运输法院的业务指导部门， 经过深
入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 起草了本《解
释》，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
予公布施行。

问： 制定《解释》 的指导思想是什
么？

答： 一是严格依照法律的有关规
定。 我们制定《解释》， 依据的是民法通
则、 铁路法、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解释》 的基本内容， 就是结合铁路运输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具体特点， 将
这些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予以具体化， 以
便于审判实践中具体操作， 以便于统一
司法标准。 另外， 在起草《解释》 的过
程中， 我们同时密切关注了侵权责任法
的立法进展情况。 现在侵权责任法已经
公布而尚未施行， 《解释》 的有关内容
注意了与侵权责任法协调、 一致， 是符
合该法的。 二是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 铁路是我国交通运输大动脉，

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也是当前国家重点投资、

加快发展的基础设施。 从服务于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出发， 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
实践中必须注意依法保护好铁路运输企
业的合法权益。 同时， 以人为本、 司法
为民， 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活动的根本
要求， 必须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 必须对铁路运输事故中的受害人予
以及时妥当的救济。 这就要求我们在保
护铁路运输企业权益和事故受害人权益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其标准就是“依
法”。 要通过对各方当事人权益的依法保
护， 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保障社会和谐。

问： 《解释》 的适用范围如何？

答： 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
营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包括行人、 机动车与铁路机车车辆发生
碰撞等造成的人身损害和旅客人身损害
案件， 都适用本《解释》。 但是， 与铁
路运输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形成
劳动关系的铁路职工在执行职务中发生
的人身损害， 也就是所谓的工伤工亡案
件， 不适用本《解释》， 而应当依照有
关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及其他相关
法律规定处理。

问： 此类案件， 如何确定管辖法
院？

答： 应当根据赔偿权利人起诉的案
由的不同来确定管辖法院。 赔偿权利人
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 由事
故发生地、 列车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赔偿权利人要
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的， 由运输始发
地、 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
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

1992

年发布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三十条规定：

“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及与铁路运输有关
的侵权纠纷， 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解释》 重申了此类案件由铁路运输法
院专门管辖的原则。

以往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 认为铁
路运输法院是铁路系统内部设立的法
院， 质疑其能否公正审理此类案件。 其
实， 铁路运输法院每年都审理了相当数
量的各类案件， 整体上看是客观公正
的， 只是由于其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容易
受到质疑， 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据了
解， 中央有关部门已把铁路运输法院体
制改革确定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 目前， 这项改革正在积极稳妥地推
进过程中， 其方向是将铁路运输法院作
为专门法院予以整体保留， 纳入国家司
法管理体系， 同时其在人财物等各方面
均与铁路运输企业脱钩。 改革完成后，

应该可以消除人们由于体制原因而对铁
路运输法院所抱有的疑虑。 同时我们还
要看到， 铁路运输法院作为人民法院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司法审判活动
要受到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当事人对
于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裁判不服的， 可
以根据法律的规定， 向各有关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或者提出再审申请， 这也
可以确保当事人获得保护和救济。 另

外， 铁路运输活动有相当的专业性。 铁
路运输法院比地方法院更了解铁路运输
的特殊性， 这类案件由铁路运输法院专
门管辖更为适当， 所以《解释》 规定了
铁路运输法院的专门管辖。

问： 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
原则是什么？

答：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铁路运输
造成人身损害的，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如何
认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和铁路法
第五十八条之间的关系， 是以往困扰审
判实践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两个条文，

以及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 均明确规
定了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但在铁
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条
件上则有所不同。 制定本《解释》 的目
的之一， 就是对这些规定作出妥当解
释， 以便于统一认识， 统一司法审判尺
度。 本《解释》 结合实践中铁路运输人
身伤亡事故处理的实际情况， 以及以往
的审判实践经验， 按照依法公平保护各
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 在第五条至
第七条中具体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适当
减轻赔偿责任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同
情形。 这些规定的基本内涵是， 除了在
损害是因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意以卧
轨、 碰撞等方式造成的情形， 铁路运输
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之外， 即使铁路运
输企业已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 警示等
义务， 也只有在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
劝阻或者无视禁行警示信号、 标志硬行
通过铁路平交道口、 人行过道， 或者沿
铁路线路纵向行走， 或者在铁路线路上
坐卧而造成人身损害等有限情形， 才能
免除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而在更
多的情形， 只能是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
业的赔偿责任。 至于减轻到什么程度，

则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 综合考虑
铁路运输企业履行安全防护、 警示等义
务的情况以及受害人自身过错情况等，

作出妥当的判定。 尤其是在判定受害人
自身的过错程度时， 更应全面考虑事故
发生的时间、 地点、 环境等各方面的因
素。 比如， 新建的铁路穿过农田， 将受
害人承包的土地一分为二， 而该处距离
正式设置的道口很远， 受害人为了耕作
等生产活动方便而穿越铁路线路的， 就

不宜将其过错程度认定得太高。 再比
如， 铁路线路两侧的防护网破损后长期
无人修补， 许多人每天都在此通行， 在
事实上形成了过道， 在此处发生事故
的， 就应当更多地考虑铁路企业未尽安
全防护、 警示义务的因素， 而不宜将受
害人的过错程度认定得太高。 应当注意
的是， 《解释》 第六条中规定了百分之
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 百分之二十至
百分之十之间两个比例范围， 这只是为
了审判实践中统一裁判标准和便于具体
操作而作出的指导性规定， 应当根据案
件具体情况在这两个比例的限度内作出
妥当的判定。 总之， 司法审判应当在妥
当地处理具体案件的同时， 起到积极的
引导作用。 一方面是引导铁路运输企业
注意履行好安全防护、 警示等义务， 为
群众提供合理、 方便的通行设施， 另一
方面引导群众遵章守纪， 珍视自身的生
命安全。

问： 在实践中， 事故受害人为未成
年人的情形比较多， 《解释》 对此有什
么考虑？

答：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 事故受
害人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

尤其是受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 处理
难度相对要大得多。 一方面是此类案件
损害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受害人已经死
亡， 那么对于其父母而言往往是中年丧
子， 且很可能是失去了唯一的子女； 如
果受害人幸运地保住了生命， 也往往留
下了很重的残疾， 其一辈子的生活、 学
习、 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个“怎么
办” 的问题。 且不说事故的原因或者各
方是否有过错， 单单面对这样一个不幸
的后果， 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深切的同
情。 但在另一方面， 未成年人认识和避
免危险、 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又比较
低， 铁路运输企业即使设置了完备的警
示标志、 信号， 也可能对未成年人不起
任何作用，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并且，

在这类案件中通常也的确存在监护人未
尽监护责任的问题。 本《解释》 主要从
以人为本、 民生为重、 构建和谐社会的
角度考虑， 认为应当倾向于保护未成年
受害人，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 所以首先规定铁路运输企业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规定监护人及

受害人有过错的， 应按照其过错程度适
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但无
论何种情形， 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
责任都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
十或者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说， 即使铁
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 警
示等义务， 也要承担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四十的赔偿责任。

问： 在铁路运输中发生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 有时并不仅仅是铁路运输企业
或者受害人方面的原因， 还掺杂有其他
方面的因素， 这种情形应如何处理？

答： 从司法实践来看， 铁路机车车
辆与机动车相撞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比
较突出， 也就是在损害原因方面掺杂进
了机动车的因素。 本《解释》 从受害人
的角度考虑， 区分两种情形作出了不同
的规定。 第一种情形是铁路机车车辆与
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员以外
的人人身损害的， 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
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 按照
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 双方均无过错
的， 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 对受害人
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其应当承担份额
的一方， 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也就是
说， 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在对受
害人的外部关系上， 是连带赔偿关系，

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无论铁路运输企
业与机动车一方有无过错， 均应连带地
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在铁路运输企
业与机动车一方内部责任划分问题上，

是按份承担责任的关系。 一般而言， 在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情
形， 基本上都存在着双方或单方过错，

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几乎没有。 所以，

双方应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 如果
是双方均无过错的特殊情形， 则应当按
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 这样既可以充分
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也可以公平地确定
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的各自的责
任。 第二种情形是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
员人身损害的， 对于该驾驶员要按照普
通行人同样对待。

在导致人身伤亡的事故原因中， 常
见的因素中还有一个就是铁路道口的管
理方面的问题。 铁路与其他道路平面相
交形成的道口有两大类， 一类是有人看

守道口， 由铁路运输企业按照一定的技
术规范设立信号机、 栏杆等安全设施，

并派铁路职工专门看守。 在有人看守道
口发生事故， 责任通常较为清楚。 另一
类是无人看守道口。 在无人看守道口
上， 原本只是设置标志和护桩等安全设
施， 而没有任何人进行看护。 随着社会
发展， 一些无人看守道口的行人、 车辆
通行量越来越大， 发生的事故也增多
了。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减少和防止
事故发生， 就安排人员进行看护。

1995

年
8

月
31

日， 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 铁道部、 交通部、 公安部、 农业
部、 建设部、 劳动部联合下发《铁路无
人看守道口监护管理规定》， 其中规定：

“在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处， 设专人对通
过道口的车辆和行为实施监督和防护，

以保障道口安全畅通。” 但对于发生事
故后如何处理， 仅规定： “铁路无人看
守道口实行监护后， 其性质仍为无人看
守道口。 发生道口事故， 铁路部门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办
理。” 并未涉及责任的具体承担问题。

本《解释》 从实际出发， 规定这时应由
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道口管理
单位有过错的， 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
责任后有权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 规定
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充
分地保护和救济受害人， 明确铁路运输
企业的追偿权， 则可以促使道口管理单
位更加切实地履行职责。

另外， 有些铁路桥梁、 涵洞等设施
管理、 维护不善， 不能正常使用， 是导
致行人、 车辆穿越铁路线路造成人身损
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形， 铁路
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 也有权向对
铁路桥梁、 涵洞等设施负有管理、 维护
等职责的单位追偿。

问： 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
人身损害的， 如何处理？

答： 根据《解释》 的规定， 在铁路
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的， 赔
偿权利人有选择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
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权利。 赔偿权
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

是合同纠纷，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处理； 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
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责任的， 是侵权赔偿
纠纷，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
的法律规定处理。 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
第三人侵权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 由实
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铁
路运输企业有过错的， 应当在能够防止
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
赔偿责任。 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车外第三人投
掷石块等击打列车造成车内旅客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先予
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铁路
运输企业赔付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正确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促进社会进步 保障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访谈
本报记者罗书臻

亚越海运公司（

ASIAVIET MARITIME CO.,LTD.

）：

本院受理华风国际海运有限公司诉你司海事担保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6

个月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60

日上午
9

时
(

遇法定假日顺
延
)

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
廖洪远：本院已经受理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

限公司诉你以及贵阳瑞祥鑫物流有限公司修文分公司、

贵州铭宇物流有限公司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

贵州
]

贞丰县人民法院

王启君：本院受理汤长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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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杨永富：本院受理曾从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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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吴智明： 本院受理吴佩珂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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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4

日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李先荣：本院受理徐崇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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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成都莅鸿企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郫

县德兴城镇建设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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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6

日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 在本院安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顾海清：本院受理徐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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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7

日上午
9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安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虞山镇飞华水暖商行因银行汇票
已丢失为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CA/01 02174906

、出票
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16

日、 到期日为
2010

年
4

月
15

日、

申请人为上海华普国润汽车有限公司、 收款人上海华普发
动机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为

50000

元的银行汇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岩市永旺植保技术开发部因银行承兑汇票

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4413300

，收款人为衢州柯
城地白金复合肥厂，出票日期

2010

年
1

月
25

日，到期日
2010

年
7

月
25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

000

元整，付款行
龙岩市新罗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出票人龙岩市永
旺植保技术开发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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