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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义乌市因中国小商品市场而闻名。 目前，市场经营面积达400 余万平方米，商位6.2 万个，1 万多外商常驻义乌进行采购，商品出口到215 个国家和
地区。 今年3 月，国务院发文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同意在义乌市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根植这块热土，义乌市人民法
院以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为着力点，在知识产权审判、涉外审判中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求实效，创特色，努力扩大社会效果。

义乌 积极服务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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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了13 件，解决了一揽子纠纷
围绕改革试点
本报记者余建华孟焕良本报通讯员陈英俊文/图

突出服务重点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院长
范锡祥

对于义乌法院来说， 保障国际贸易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 是当前司法
服务大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法院的结合点
着重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紧密结合义乌区域经济发展和国
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及义乌法院知识产权
案件“ 三审合一” 审判模式特点， 认真开展
识产权特色审判” 主题活动， 充分发挥
“知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在审判过
程中，加强与公安、检察、工商、海关等相关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努力形成知识产权
保护和侵权犯罪打击合力。 在发挥司法审
判职能的同时， 增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的
主动性和针对性， 以信息简报、 专题汇报、
调研报告、司法宣传、司法服务、联合执法、
司法建议等形式， 总结审判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梳理案件的类型特点，提出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促进生产经
营行为规范、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市场转
型升级，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今年4
月， 义乌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中国知
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
二是发挥涉外商事审判职能， 依法平
等保护中外客商合法权益， 努力营造义乌
开放、 有序、 和谐的投资和贸易环境， 为国
际贸易综合改革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服
务。
三是加强国际商贸城巡回审判。 发挥
义乌国际商贸城巡回审判站作用， 对涉市
场商位的有关案件强化审判服务， 及时提
供法律咨询，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
诚信经营，促进市场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四是积极推进组团式服务，确定11 个
业务庭与浪莎、华鸿等11 家重点企业建立
联系制度， 定期走访， 了解企业司法需求。
在此基础上， 出台了涉诉困难企业帮扶机
制，帮助涉诉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今后义乌法院将更加主动地服务发展
大局，创新审判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审判
质效， 充分发挥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
范法院的作用和涉外商事审判职能， 深化
落实服务市场发展、 外贸方式转变和经济
转型升级的各项措施。 依法审理好改革试
点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案件，开展调查研究，
提出司法对策，服务党委、政府决策。 坚持
服务基层、 服务企业、 服务发展， 深入企业
和农村开展调研，提供法律服务，不断加强
和改进司法应对措施， 不断拓展司法服务
领域，充分发挥促进发展的司法保障功能。

被告人义乌某泵业公司供销员李
某与广东省佛山市某化工公司签订销
售16 套某商标的自吸化工泵组的合
同， 合同价款9.84 万元。 被告单位
负责人张某与李某在明知其公司未经 为由， 又向义乌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复审查认定， 统一了裁判尺度， 节约
授权生产该商标的自吸化工泵组的情 义乌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被告单位赔 了司法资源， 提高了审判效率， 同时
也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民事审判的
况下， 仍组装了假冒该注册商标的自 偿商标权利人经济损失6 万元。
吸化工泵组， 并以9.84 万元的价格 既要让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受到应 “ 溢出效应” ， 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和行
有的惩罚， 不能让其因此而获利， 又 政案件的审判质量。
销售给某化工公司。
案发后， 义乌法院以假冒注册商 要有效弥补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义乌 四年来， 义乌法院先后被确定为
标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9 万元， 并对 法院正是通过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全省知识产权案件“ 三审合一” 审判
被告人张某、 李某判处拘役四个月， 的主导作用， 为经济转型发展、 创新 方式改革试点和全国基层法院专利审
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在浙江省高级人 判试点法院， 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并处罚金3 万元。
虽然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受到 民法院的指导下， 义乌法院开展了知 353 件、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01 件、
了刑事处罚， 但是受害单位因此受 识产权“ 三审合一” 审判试点工作，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6 件。 “ 三审合
到的损失并未得到弥补。 为此， 商 有效整合优化了知识产权审判资源配 一” 审判方式改革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标所有权人以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置， 避免不同审判部门对关联案件重 并在全省法院选择性推广。

沈志军因著作权纠纷将东阳市时 次的电话联系与面谈沟通， 承办法官细
潮喜庆用品有限公司、 蒋时洪等告上 致耐心地进行心理疏导和调判利弊分
法庭。义乌法院受理后，为减轻当事人 析， 不断拉近了双方的心理与调解方案
的诉讼负担，也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决 距离。
定合并审理。
待条件成熟后， 承办法官最终提出
审理后， 承办法官了解到双方当 了实体解决方案， 并首先得到了双方委
事人系同业竞争关系，自2004 年起双 托代理人的认可， 随后由双方委托代理
方已先后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 人分别做自己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互提起著作权及 于原定开庭当日庭审前达成了调解和解
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诉讼达30 余起， 协议，其中3 件案件以撤诉方式结案，10
其中多起案件已经浙江高院二审结 件以调解方式结案。 调解协议内容大大
案， 但长期存在的纠纷一直未根本解 超出涉案诉讼请求范围， 不仅解决涉案
决。于是，承办法官希望以调解和解方 的著作财产权纠纷， 还解决了著作人身
式一揽子解决纠纷， 就此终结这没完 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不仅解决了被
没了的诉讼。
告对原告的侵权行为， 还解决了原告对
义乌法院受理的涉外案件， 以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为主。 受市场
双方当事人一方面宿怨很深， 极 被告的侵权行为，不仅解决了本次13 起
贸易方式的影响， 受理的案件小额
欲比出高下， 另一方面终因持久诉讼 纠纷， 还解决了此前双方相互诉讼过的
已深感身心疲惫， 且不得安心营业， 纠纷，不仅规定了此前纠纷的解决方案，
的多、 群体性案件较多、 个人参诉
事人的案件中， 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有 均有停战意愿。 在掌握了双方当事人 还对今后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及应承担
的多； 境内当事人起诉的案件明显 资环境。
多于境外当事人起诉的案件。 境内 原告义乌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一叙 63 件， 其中境内当事人全部或大部 的心理与态度后， 承办法官随即展开 的民事责任进行约定， 实现了真正的一
当事人在外贸经营和纠纷处理方式 利亚被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分胜诉的有45 件， 境外当事人胜诉 了艰苦持久的调停工作。 通过近20 揽子彻底解决。
上存在诸多缺陷， 以致不少案件败 该院在基本查实原告系无理起诉的情况 的有18 件。 在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
诉。 针对这些特点， 义乌法院始终 下， 果断终止了对被告采取的限制出境 案的案件中， 该院也在尊重事实的基
坚持平等保护双方权利， 花大力气 措施， 并说服原告撤回起诉， 避免了可 础上， 合理平衡中外客商利益， 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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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案结事了， 促进外贸秩序稳定与
做好调解工作， 维护我国法院国际 能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
司法形象， 营造良好的区域贸易投 在该院审结的355 件涉及境外当 社会和谐。
今年4 月， 义乌法院受理了3 起 案件，遂严正告知“如采取过相关侵权行
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的执行案件。 立 为的应及时与相关权利人协商解决， 否
案执行后，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被执行 则法院判决生效后， 仍将对其采取强制
原告朱某诉被告刘某、 吴某侵犯
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经审判人员
人郑某在杭州有房产和银行存款， 依 执行措施”。
做大量促和工作， 包括向专利复审委
法对其所有房产和银行账户采取了查 早尝过被强制执行的苦头， 郑某和
相关权利人达成了和解， 原来尚在审理
封、冻结措施。
工作人员请教， 最终原告撤回起诉，
由于该账户系被执行人炒股的证 的13 起著作财产权纠纷系列案件也因
被告撤回无效宣告申请， 同时被告还 意识为出发点， 从调解阶段的延伸、 调 击力度， 加强涉外商事纠纷审判的协助
可免费许可使用， 不但解决了矛盾纠 解资源的整合到结合知识产权审判的特 配合， 加强涉外商事纠纷民间和行政调 券资金账户， 买卖操作股票业务频繁 原告撤诉而圆满解决。
的郑某马上意识到不执行法院生效判 作为全国首批拥有知识产权案件
纷， 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 点创新调解方法， 不断完善调解机制， 处工作等。
义乌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特 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管理协调作用， 努力 该院在审判过程中， 始终做好调研 决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不得不主动联 管辖权的基层法院， 义乌法院历来十分
色十分鲜明， 与义乌小商品市场关系 促使当事人从矛盾对抗走向合作共赢， 工作， 加强重点行业、 企业、 市场的联 系法院受理的3 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 重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和执行工作的
衔接，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工
密切， 销售侵权犯罪案件占绝大多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系， 有针对性地做好司法服务工作， 对 行人，迅速和解并履行完毕。
执行法官在为其办理财产解除查 作， 不仅执行案件取得了良好效果， 而
数； 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双重保护衔 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 义乌法院 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提出健全
接紧密， 经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后提 针对涉外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进 完善管理制度、 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生 封、冻结手续时，发现被执行人郑某在 且有力促进了相关知识产权案件的顺
起民事诉讼的占一定比例； 侵犯外国 行调研， 撰写了《关于涉外商事审判与 产经营行为的司法建议和预警。 去年以 该院还有未结的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 利审结。
人知识产权以及外国人共同参与侵权 外贸纠纷对策的调研报告》， 分析涉外 来， 义乌法院先后向有关部门发出5 件
犯罪的案件比例不小； 关联案件较 商事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市场经营 司法建议， 提出规范办案程序、 提高办
多， 因数家商户经营同类产品同时被 户提出对策， 也对相关部门提出建议， 案质量、 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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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强涉外管理服务机制建设， 提高引 益、 促进市场规范有序竞争等建议， 均
诉侵权的批案、 串案不在少数。
针对这些特点， 该院以强化调解 导服务市场能力， 加大外贸违法犯罪打 得到了积极回应。
商标专用权人汤永林、 黄强起诉 其代理律师提出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分
黄运筹、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 析了调判关系与利弊， 并提出了具体的
有限公司等30个被告， 认为他们侵犯 调解参考方案。同时，对市场经营户如何
了其享有的“京木及图”和“D&T及图” 审查商标、识别假冒商品、防范知识产权
在第8类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要求 侵权、 收集保存侵权与免赔抗辩事由证
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据等提出了建议。
义乌法院承办法官接到案件后，
通过集中动员宣讲，市场经营户被告
对案情进行了解， 发现作为市场经营 增强了对知识产权法律政策的理解，提高
户的被告对侵权行为认识不明， 且普 了对自身行为法律性质后果的认识，也增
遍存在从众心理， 无人愿意带头与原 强了众被告配合法院妥善解决纠纷的自
告进行协商处理。针对这一情况，该院 愿性。 在随后的集中开庭审理过程中，知
决定召开一次调解动员与法律政策宣 识产权审判庭始终坚持全员参与，利用庭
讲会， 召集30位市场经营户被告召开 后乃至休息时间全力斡旋调解，不断拉近
调解动员与法律政策宣讲会， 由该院 原、被告间的心理距离和赔偿数额差距，并
院长范锡祥、知识产权庭庭长李小坚、 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当事人心理特点提出
相关专业人民陪审员、 义乌市工商局 灵活可行的调解参考建议。
法规科科长毛志君进行动员和宣讲。
最终，30 件商标侵权系列纠纷案件
宣讲会上，重申了义乌市委、市政 全部顺利审结， 其中29 件侵权纠纷以调
府及义乌法院对于知识产权保护、 打 解方式结案，1 件不侵权案件以撤诉方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式结案，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
行为的坚决态度。 详细解答了被告及 限公司无侵权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
义乌法院与工商部门一道向商户进行法律政策宣传。
法国马培德公司因义乌法院公正高效向该院赠送牌匾。

平等保护中外客商合法权益

冻结了一笔财产解决了 起纠纷

拓展司法服务促进市场秩序规范

宣讲了一次调撤了 件商标纠纷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过本院第日四即法视庭为公送开达开庭本进案行定审于理逾期年将依月法缺席日裁上判午 时在
李贵艳本院受理原告吴海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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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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3 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泥河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徽]庐江县人民法院
[安
杨雪文、 湛燕霞： 本院受理广州从化都马化工厂有限公司
诉你二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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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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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从化市人民法院
王元：本院受理广州流溪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
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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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 日下午15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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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从化市人民法院
[广
孟光敏：本院受理原告杨厚 诉被告贵州省金沙县禹谟镇
人民政府行政处理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 现通知你到本院行政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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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和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遇
判决。
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贵
海口市东海房屋开发公司：本院现审理吴川市建筑安装工
程公司海南分公司与你公司、 海口市开发区房地产总公司，黄
秀容、 黄清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欠款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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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森、张鹏飞、王伟东、宋占琴、耿亚枰、张婷婷、陈卫、石
云龙、 刘克俭、 卢薇、 谭绩涛、 周海森、 杜建平、 赵桂霞、 王云玲、
姜玉石、 刘健、 崔玉有、 宋承杰、 周长明、 罗晶、 郑玉坤、 杨小蓬、
李书鑫、 辛敏飞、 李守刚、 刑艳杰、 邹欢、 潘彦、 姚金凤、 徐亮、 邹
国明、王阳、王福强、倪燕、于树青、张娟、王光耀、李安伟、杨昆、
廖灵玲、 张久明、 艾永利、 王文革、 李胜宝、 刘虹、 文萍、 李凤燕、
李可新、 杨亭亭、 张军、 胡树全、 王晓卓、 赵群、 曲良志、 白晓辉、
任杰、 潘高峰、 刘薇薇、 邵岩岩、 王长喜、 姜启波、 赖长元、 赵玲、
张向奎、 胡传伟、 程荣花、 胡金波、 王福玉、 刘玉顺、 陈刚、 张惠
敏、马明晰、高翠红、计中国、刘燕、刘大卫、王君、周通、谢辉、王
伟、 张林、 王树宾、 王泽栋、 宋晓峰、 于忠利、 张川、 刘云斌、 王文
钊、 高亚彬、 吴运喜、 何福营、 钟永栩、 汤淑芹、 万志群、 王隽一、
缪慧星、 房建、 邹文军、 董斌、 杨学来、 魏贵芳、 孙艳平、 谢芙蓉、
韦庆运、阎德强、矫德仕、王美琴、张昌杰、刘金波、李红梅、苏大
伟、方喜英、王金波、崔野、马验、姜越一、郭亮、张跃、申胜、陈艳
立、 贾奇斌、 韩宝玲、 王百成、 麦伟洪、 孙文环、 毕家风、 孙晓军、
兰士祥、 张立新、 曲建东、 吕艳、 宋晓辉、 林丹、 周振海、 张云志、
高阳、马若、贺金花、王俊、曲颖、于强、沈杰、王大庆、张泊水、王
盛、 解伟华、 王绍坤、 高华东、 陈月光、 刘宝双、 吕宝民、 冯跃明、
王静、祁广增、李丕庆、高红、张青、阮琦、于福军、邹健、王百伍、
卢丽霞、 寇福海、 曲凤、 王海、 王爱丽、 于华、 石磊、 田万武、 姜福
高、 杜金洁、 孙媛玉、 邹雪梅、 刁岩伟、 谭广明、 卢善发、 马海岩、
刘振旭、 赵春艳、 赵稳、 杜德艳、 刘兴久、 董振帮、 郭学龙、 郭海
燕、刘义庆、刘高峰、王茜、王慧珠、陈世然、张爱和：本院受理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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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8 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
院207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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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桥市永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营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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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 日上午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辽

送达裁判文书

康厚东：本院受理原告李龙莲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永民初
字第0078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康厚东于本判决生效
后15 日内赔偿李龙莲各项损失30221.57 元和公告费560 元，
共计30781.57 元； 案件受理费1260 元， 由康厚东负担（ 此费李
龙莲已预交600 元， 限康厚东于本判决生效后15 日内直付李
龙莲600 元，并向本院补缴660 元）。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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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厦门鸿盛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
院受理投资2234 中国第一号基金公司与厦门鸿盛集团
A.）： 本
有限公司、 厦门星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
司、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A.）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09)闽民初字第22 号民事
判决书。 限厦门鸿盛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
内、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A.）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厦门
鸿盛集团有限公司可在本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美国银行
在本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向本院递
（Bank of America,N.A.） 可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厦门鸿旭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
院受理投资2234 中国第一号基金公司与厦门鸿旭贸易
A.）： 本
有限公司、 厦门星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
司、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A.）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09)闽民初字第21 号民事
判决书。 限厦门鸿旭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
内、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N.A.）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厦门
鸿旭贸易有限公司可在本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美国银行
在本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向本院递
（Bank of America,N.A.） 可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生、 崔书功： 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开封市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初字第18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2011） 金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河
本院于2011 年4 月26 日受理了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由栾川昌泰经贸有限公司
为出票人，票号为GB
票金额为伍拾万元整， 出票
01 03026718 ， 出
日期为2011 年1 月17 日， 收款人为栾川县恒昌商贸有限公
司， 持票人为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 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1 年
作出（2011） 栾法立民催字第3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
7 月8 日
票据无效。 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南]栾川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于2011 年4 月26 日受理了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由栾川昌泰经贸有限公司
为出票人，票号为GB
票金额为伍拾万元整， 出票
01 03026719 ， 出
日期为2011 年1 月17 日， 收款人为栾川县恒昌商贸有限公
司， 持票人为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 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1 年
作出（2011） 栾法立民催字第4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
7 月8 日
票据无效。 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禹州市永恒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南]栾川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孙康杰宣告王瑞红失踪一案， 于2011 年4 月1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 个月，现已届满，王瑞红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2011 年7 月18 日依法作出（2011）
万通民特字第433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王瑞红失踪， 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西]万荣县人民法院
[山
南京海福海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南广石油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法商初字第43 号民事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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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宁波海事法院
[浙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上海海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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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06415614，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行中国银行衡阳分行江东支行， 出票日期2011 年2 月25
日， 汇票到期日2011 年8 月24 日， 出票人中钢集团衡阳重
机有限公司， 收款人衡阳市点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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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