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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如何正确解释专利权利要求

行政强制拆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时证明责任的承担

案 例 解 析

———辽宁高院判决程宝山诉沈阳东陵区政府行政强制拆除并赔偿案
重 点 发 布 裁判要旨

正确地解释权利要求是判定专利侵权的基础。 在解释专利权利
要求时， 应当以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内容为准， 而不拘于权利要
求书的文字或措辞。

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不得出售

———江苏高院判决金钱豹公司诉世金公司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因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原告

财产毁损或者灭失的， 原告仅对损害事实以及损害与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承担初步证明责任； 因证据毁损或者灭失导致财产
损失数额难以认定的责任， 应由被告承担。

法 案 精 要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兆鹰公司诉艾格尔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的规定， 施工方生产、

安装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其与建设方订立的合同应当解
除。

案情
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简称兆

鹰公司） 是名称为“一种水烟筒” 的实
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 该专利的权利
要求如下：

1.

一种水烟筒， 包括烟筒
和烟嘴， 烟筒内设有一条烟管，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的烟筒的上端连接有一个烟
锅座， 烟锅座上连接有一个烟锅， 烟锅
的底部设有多个小通孔， 该小通孔与烟
筒内的烟管相通， 烟筒的下端连接有一
个盛水容器， 烟筒内的烟管伸入盛水容
器中， 烟筒的下端与盛水容器的连接处
设有一个空腔， 烟筒的下端还设有一个
烟孔接头， 该烟孔接头与空腔连通， 烟
嘴通过一条长软管与烟孔接头连接。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水烟筒，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烟筒的下端还设有一个排烟
阀，排烟阀与烟筒下端的空腔连通。

3.

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水烟筒，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盛水容器为玻璃瓶。

4.

如
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水烟筒，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烟筒的上端与烟锅座的连接处设
有一个托盘。 兆鹰公司指控黄冈艾格尔
五金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艾格尔公司）生
产、销售的水烟筒侵犯其享有的专利权。

艾格尔公司以现有技术抗辩， 认为被控
侵权产品没有形成空腔， 而是一个吸烟
孔， 与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方案相同。

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原告专利与现有技术的不同之处
在于空腔的技术特征。 由于原告专利权
利要求

1

对空腔的含义没有定义， 应当
按照说明书及附图和权利要求

2

的限定，

将空腔解释为设置在烟筒与盛水容器的
连接处， 并与烟孔接头和排烟阀连通的
中空结构。 经比对， 被控侵权产品没有

形成空腔， 而是一条吸烟孔， 与现有技
术公开的技术方案并无实质不同。 因
此，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
求。 原告不服， 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

对空腔的技术特征
并未涉及“排烟阀” 和“排烟阀是否与
空腔连通” 等技术特征以及专利说明书
记载的设置排烟阀、 将排烟阀与空腔连
通及达到吹烟的效果， 仅是权利要求

2

所要求的技术特征和将达到的技术效
果。 一审法院根据权利要求

2

的记载，

认定权利要求
1

中的空腔， 限制了原告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故二审判决纠正一
审法院对空腔的认定， 但维持一审不侵
权判决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 对原告
专利中空腔的含义， 可以运用专利权利
要求

2

及说明书进行解释。 据此， 认定
空腔的形状为环绕烟管四周的中空结
构， 且连通烟孔接头与排气阀。 被控侵
权产品因缺乏空腔的技术特征， 未落入
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010

年
10

月
29

日， 法院裁定： 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评析
一、 权利要求解释的基本原则
在理论界， 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存在过两种学说， 即周边限定原则和中
心限定原则。 由于两种理论无法兼顾社
会公众和专利权人的利益， 目前世界上
多数国家已转向折衷原则。 我国专利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
内容为准， 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

权利要求的内容， 即采用折衷原则。 折
衷原则强调以权利要求为中心， 但排除
完全按照权利要求书的字面含义进行解
释， 允许利用说明书及附图对权利要求
作有限的修正， 但不得随意扩大权利要
求保护的范围。 在评判专利技术方案
时， 应将权利要求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
方案对待， 记载在前序部分的技术特征
和记载在特征部分的技术特征， 对于限
定专利保护范围具有同等作用。

二、 如何运用专利说明书及附图
和相关权利要求、 专利审查档案解释权
利要求

本案中， 确定原告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关键在于正确解释空腔这个技术特
征的含义。 对权利要求的解释， 应当包
括理解、 澄清和特殊情况下的修正等含
义。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原告专利权利
要求

1

没有对空腔进行描述， 空腔也不
属于本领域通用的技术术语， 双方对空
腔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分歧。 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的规
定， 对双方争议的空腔， 可以运用说明
书及附图、 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
求、 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 国家专
利复审委针对原告专利权的第

WX8183

号无效宣告请求决定认为， 原告专利
与现有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现有技术
未公开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

中的空腔。

可见， 空腔是原告专利与现有技术相
区别的关键性技术特征， 也是原告专
利的发明点所在。 因此， 应当根据说
明书及附图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
等同的实施方式， 确定空腔的技术内

容。 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

记载“烟筒的
下端与盛水容器的连接处设有一个空
腔； 烟筒的下端还设有一个烟孔接头，

该烟孔接头与空腔连通”， 专利权利要
求

2

记载“排烟阀与空腔连通”。 结合
专利说明书， 排烟阀与烟筒下端的空
腔连通， 其作用在于盛水容器内烟气
浓度过大时， 可拧松排烟阀， 从烟嘴
吹气， 将浓烟排出。 据此， 空腔应当
解释为是环绕在烟管四周、 连通烟孔接
头与排气阀的中空结构。

二审法院认为， 以原告专利权利要
求
2

限定权利要求
1

中的空腔， 缩小了原
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笔者认为， 解释
专利权利要求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合理
确定专利保护范围。 解释理应包括限定
或扩大， 但如何解释既能科学界定权利
的内涵， 又不因解释而缩小或扩大权利
保护范围， 则是法律实务者应尤为关注
的。 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 权利要
求包括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

当专利权利要求既有独立权利要求， 又
有从属权利要求时， 独立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要大于从属权利要求。 以独立权
利要求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 不能以
从属权利要求限定专利权保护范围。 但
是， 独立权利要求作为专利权的最大保
护范围， 其含义应当明确， 以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不会产生歧义。

本案中， 由于独立权利要求
1

中所用的
空腔技术术语的含义不明， 运用从属
权利要求

2

澄清该争议用语， 应当理解
为对独立权利要求

1

的解释， 而不是限
定。 相反， 如果独立权利要求

1

中空腔
的含义明确， 运用从属权利要求

2

对空
腔进行界定， 则是对独立权利要求

1

的
限定。

本案案号： （

2009

） 武知初字第
305

号， （

2010

） 鄂民三终字第
15

号，

（

2010

） 民申字第
1180

号
案例编写人：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尹为魏兰

案情
2006

年
9

月
28

日、

11

月
4

日，

金钱豹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简称金钱
豹公司） 与世金空调（漳州） 有限公司
（简称世金公司） 签订《世金空调设备
安装工程合同》， 约定世金公司承包金
钱豹公司旗下泰兴大酒店客房、 餐厅大
堂和包间的空调系统， 承包方式为包工
包料，

5

匹以下空调压缩机采用松下品
牌，

5

匹以上采用大金牌。 世金公司交
付并安装了

11

个不同型号的水源热泵
192

套， 上述设备未标注认证标志，其
中

186

套水源热泵属于应当进行强制
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世金公司于

2005

年取得中国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认证证
书， 该证书所载明的产品型号与安装的
192

套水源热泵规格型号不同。 金钱豹
公司以空调系统达不到使用目的， 起诉
要求解除合同、 世金公司返还已收取的
款项。 世金公司则反诉要求金钱豹公司
给付剩余款项。

裁判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根据鉴定报告，世金公司承揽的
空调系统设计不合理，安装不规范，空调
噪声大， 不能满足酒店的经营需要，因
此，金钱豹公司不能实现订约目的，法院
判决： 解除《世金空调设备安装工程合
同》， 世金公司返还金钱豹公司

110

万
元，驳回世金公司的反诉请求。

世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世金公司生产并安装的空调设备绝大部
分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为
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
体健康或者安全、 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
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
经过认证的， 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
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
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规定，世金公司构
成根本违约， 金钱豹公司有权要求解除
合同， 故本案《世金空调设备安装工程
合同》 应当解除。

2010

年
5

月
11

日，

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是各国政府

为保护公众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 保
护环境、 保护国家安全， 依照法律法规
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它要求
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 为

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
要， 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

进一步深化认证认可工作改革， 健全认
证认可法制， 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国
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 强制性产品认证， 是通过制定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程序， 对列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目录》 中的产品实施强制性的检测和
审核。 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
产品， 没有获得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证
书， 没有按规定加施认证标志， 一律不
得进口、 出厂销售或在经营服务场所使
用。

强制性认证产品一致性是指获得强
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的名称、 规格型号
以及生产者（制造商）、 加工场所等相
关内容应当与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中描
述的内容相一致， 送检样品的型式结构
和关键件与实际生产的产品的型式结构
和关键件相一致。 世金公司虽然取得了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但该证书中所载
明的规格型号为

HFSFL

（

R

）

－003

， 与
其安装的

SKYSF －004R

、

005R

、

008R

、

014R

等设备不具一致性， 因
此， 其安装的设备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
证。

本案设备系机电产品， 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
的《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目录》中的产品，如果不经强制认证，则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造成人身、 财产损
害。

一审法院对空调设备未经强制性产
品认证这一问题未能引起重视， 而是直
接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决。 二审法院则
是以空调设备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
强制性规定， 判决解除合同。 虽然一、

二审判决结果相同， 但理由不同， 二审
判决凸现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重
视， 对企业必须依法经营， 强化保护公
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的理念， 提高产
品、 服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起到了较好
的引导作用。

本案案号：（

2007

） 泰民二初字第
159

号，（

2009

）苏民二终字第
0073

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史承豪

案情
2003

年
7

月， 沈阳达维门窗有限
公司（简称达维公司） 与辽宁省沈阳
市东陵区新立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
承包合同， 后达维公司在承包地上建
厂， 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 原告程
宝山与达维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和内部食堂承包合同， 使用该公司
110

平米的房屋经营食堂。

2007

年
6

月
26

日， 沈阳市东陵区政府发布拆
迁公告。

2008

年
12

月
16

日， 东陵区
政府对达维公司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
除， 其中包括原告承租的房屋。 程宝
山不服， 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东陵区政府
实施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并赔
偿各种损失

151

万余元。 沈阳中院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作出（

2009

） 沈
行初字第

36

号行政判决： 确认东陵
区政府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对达维公
司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驳回程
宝山的赔偿请求。 程宝山不服， 向辽
宁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辽宁高院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作出（

2009

） 辽
行终字第

124

号行政裁定： 撤销原
判， 发回重审。

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 东陵区政府没有在法定举证
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用以证明被诉行
政强制拆除行为合法的证据， 故被
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应确认违法。 程
宝山提交的赔偿清单虽没有相应证据
支持， 但因东陵区政府没有提交不赔
或者少赔的证据， 故东陵区政府对此
应承担不利后果。 程宝山主张的精神
损失及经营损失、 租房费用的赔偿请
求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不予支
持； 其主张的其他物品损失属于合理
存在的物品， 综合各种情况并结合实
际， 按照其报价的

60%

予以赔偿。 故
判决： 确认东陵区政府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对程宝山承租的达维公司房屋实
施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判令东
陵区政府赔偿程宝山人民币

105906

元； 驳回程宝山的其他赔偿请求。

程宝山不服， 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程宝山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无异
议， 仅对原审判决第二项、 第三项有
异议， 因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程宝
山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属于国家赔偿
范围， 其主张的赔偿数额应否得到全
额支持。 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被诉行
政行为已经被依法确认违法； 二是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实际损害；

三是行政行为违法与损害结果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 与损害结果有
因果关系的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已
经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且双方
当事人对该确认均无异议。 《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 实施强制拆迁前， 拆迁人应当就
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 向公证机关
办理证据保全。 东陵区政府未能向原
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实施行政强

制拆除行为的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采
取了证据保全措施， 或者按照正当程
序原则尽了妥善保管物品的审慎义
务。 而程宝山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录像
资料能够证明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
导致其物品损失的事实存在， 因此，

东陵区政府应当对因行政强制拆除行
为违法所造成的程宝山财产损失承担
行政赔偿责任。

程宝山所主张的财产损失主要包
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被强制拆除房屋
内的物品损失， 包括冰箱、 电视等生
活自用物品损失及香烟、 食品等经营
销售的物品， 共计

178

项； 二是因强
制拆除行为造成结婚照片、 孩子生日
照等特殊物品损失所产生的精神损失
费及因行政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受到
惊吓所产生的精神损失费， 共计

7

项；

三是自行政强制拆除之日起的经营损
失及租房费用。 现行国家赔偿法未规
定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 而国家赔偿
法第二十八条第（七） 项则规定， 对
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按照直接损
失给予赔偿。 因此， 程宝山作为被强
制拆除房屋的承租人， 被诉行政强制
拆除行为违法导致其财产遭受损害，

东陵区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
依法限于财产的直接损失。 程宝山所
主张的第一项物品损失属于国家赔偿
范围， 但其所主张的第二项精神损失
费及第三项经营损失、 租房费用均不
属于直接损失， 因此不属于国家赔偿
范围。

程宝山对其所主张的被强制拆除
房屋内的物品损失的赔偿数额， 虽然
只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赔偿清单，

没有其他证据佐证， 但是考虑到东陵
区政府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存
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情
形，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也未向原审法
院提供任何证据用以证明被诉行政强
制拆除行为合法。 在此情况下， 造成
程宝山物品损失无法认定的责任应当
由东陵区政府承担。 原审法院在东陵
区政府没有提供不赔或少赔的证据的
情况下， 对程宝山提交的赔偿清单中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内的物品均认定为
合理存在的物品并无不当。 国家赔偿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国家赔偿以支
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
或者恢复原状的， 予以返还财产或者
恢复原状。” 在东陵区政府无法返还
物品或者恢复原状的情况下， 原审法
院判令其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结合案件
实际情况并考虑物品折旧等合理因
素， 原审法院按照程宝山自报价的
60%

确定其财产损失， 并判令东陵区
政府予以赔偿既未违反法律规定， 也
不存在明显不合理。 程宝山关于不能
返还原物， 即应按照其所主张的赔偿
数额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
据， 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2010

年
8

月
5

日， 辽宁高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案号：（

2010

）沈行初字第
33

号，（

2010

）辽行终字第
77

号
案例编写人：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李蕊

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管理人向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提交并表决通过后，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已经绍兴县人民法
院裁定认可，现管理人依据该分配方案执行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分配。 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司本次破产清算分
配的财产金额为

16

，

457

，

852.59

元， 确定参与分配的债权金额为
638

，

705

，

651.37

元。对于其他附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
人先将其分配额予以提存。 在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司最后分配公
告日，生效条件仍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仍未成就的，管理人将把该
部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
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管理人将把该部分提存的分配额
交付给债权人。 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O

一一年一月四日
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浙江宏兴莎美娜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管理人向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提交并表决通过后，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已经绍兴县
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管理人依据该分配方案执行浙江宏兴莎美
娜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分配。 浙江宏兴莎美娜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分配的财产金额为人民币

6

，

137

，

906.35

元，确定参
与分配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77

，

318

，

977.53

元。 对于其他附生效
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人先将其分配额予以提存。在浙江宏
兴莎美娜服饰有限公司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
除条件成就的，管理人将把该部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
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管
理人将把该部分提存的分配额交付给债权人。

浙江宏兴莎美娜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O

一一年一月六日
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浙江二毛纱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经向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提交并表决通过后，已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经绍兴县人民法院
裁定认可， 现管理人依据该分配方案执行浙江二毛纱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第一次分配。 浙江二毛纱业有限公司本次破产清算分配

的财产金额为人民币
25,750,536.01

元， 确定参与分配的债权金额
为人民币

187,307,662.81

元。对于其他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
债权，管理人先将其分配额予以提存。 在浙江二毛纱业有限公司最
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仍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仍未成就的，管理
人将把该部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在最后分配公告
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管理人将把该部分提存
的分配额交付给债权人。 浙江二毛纱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嵊州市第三羊毛衫厂破

产清算一案，管理人经向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一次表决未获通过；管理人对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修
正后，制作了最终分配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修正稿）》，再次提交
第二次债权人表决，但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管理人依法提请嵊州市
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作出民
事裁定，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修正稿）》予以认可，现管理人依据
该分配方案执行嵊州市第三羊毛衫厂破产清算分配，本次分配为
最终分配。 嵊州市第三羊毛衫厂破产清算本次最终分配的财产金
额为人民币

1,399,635.23

元， 确定参与分配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5,849,724.80

元。 因本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全
部破产财产将在本次最终分配中予以分配完毕，没有分配额需要
提存。 嵊州市第三羊毛衫厂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

本院工作人员王丽遗失工作证一份，工作证号
JINFA---

V0222

；遗失执行公务证一份，执行公务证号
JINFAV---V205

。

声明作废。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岳阳天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叶锦荣与你公司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岳阳楼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民监字第
548

号民事
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湛兴发展有限公司、湛江中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湛江市蓄
电池厂：本院受理陈观勇与你们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申字第
1452

号民事
裁定书。 限湛江中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湛江市蓄电池厂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 湛兴发展有限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个月内来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赵英机、 天津汇英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

HUIYING

ENTERPRISES

（

CANADA

）

INC[

汇英（加拿大有限公司）

]

与
你们及金华（中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申字第
1636

号民事
裁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邹圣灿：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上海海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蒙阴珍奥
营销有限公司、邹圣灿返还货款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申字第
382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吴彪、黄燕：吴彪与黄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巴

南区人民法院作出（

2008

）巴民初字第
2316

号民事判决，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 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受理后立卷复查，作出（

2010

）渝五
中法民申字第

96

号民事裁定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0

）渝五中法民申字第
96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喻依南、孔凯、彭强、重庆明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原审原

告颜昌贵与原审被告喻依南、重庆威龙运输有限公司、孔凯、重
庆明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彭强、重庆铺金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
作出的（

2007

）荣法民初字第
139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 颜昌贵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受理后立卷复查，

作出（

2010

）渝五中法民申字第
17

号民事裁定书。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2010

）渝五中法民申字第
1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石河子市捷康运输有限公司、杨波：本院受理原告许雪军

诉你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

2009

）达民一初字第
9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
魏和平：本院受理原告康栓栓与你及昌吉市跃进煤矿煤矿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昌中民二初字
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魏和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原告康栓栓支付煤矿转让款

457

万元；二、被告昌吉市跃进煤
矿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反诉原告魏和平的反诉请求；

四、 被告魏和平承担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案件受理费
43760

元，反诉费
5900

元，合计
49660

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魏和平
负担。 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福斯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席军：本院受理原告乌

鲁木齐凯中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地产代理销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巴民初
字第

136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巴楚县人民法院
吴昌国： 本院受理原告黄琼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巍民初字第
21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云南
]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罗华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临沧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云县人民法院
陈栋、 陈文婷、 陈新明、 邢苏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陈栋、 陈文婷、 陈新明、

邢苏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金婺商初字第
94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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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施程斌、 施程华：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支行诉被告施程斌、 施程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金婺商初字
第

113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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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那拖： 本院受理原告吴超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丽松古民初字第
7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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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松阳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1

月
13

日（总第
48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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