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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已过年检有效期车辆的保险责任认定

今 日 聚 焦

◇

马作彪杨周
【不同观点】

【案情回放】

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应坚持实质正义

【法官回应】

析 疑 断 案

◇

徐小飞

2006

年
4

月， 原告杜玉琴将车辆行
驶证及保险费交给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
邦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曹斌办理了车辆综
合保险。 机动车行驶证载明验收合格至
2006

年
1

月。 保险条款第三节“总责任免
除”部分第七条第（七）项载明：除另有书
面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或
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
责赔偿。 曹斌承认明知原告车辆没有年
检，也没有向投保人详细说明免责条款内
容及法律后果。 原告在投保声明单上盖

章确认。 后投保车辆出险，被告拒赔。 原
告遂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
院， 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保险条款第七条
第（七）项无效。

清河区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保险代
理人明知原告车辆没有年检， 也没有向
投保人详细说明免责条款内容及法律后
果，应认定其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判决诉
争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安邦公司不服，

上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安中院二审认为：原告在投保单上

盖章确认的事实可以证明，保险人对免责
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对该免
责条款内容已理解。 遂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杜玉琴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杜玉
琴不服，申请再审。

淮安中院再审认为：保险人明知保险
标的已经出现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理由，

仍接受投保并收取保险费，应视为保险人
对该免责条款抗辩之弃权。 保险人既然
已放弃其在合同中的该权利，以后就不得
再向被保险人主张此权利，否则有违诚信
原则。 遂于

2011

年
4

月作出再审判决：撤
销原二审判决，维持原一审判决。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

一 案 一 议

退休人员再就业

受伤不视为工伤

陈维亮程秀清

在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司法实践中，

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
明义务应通过举证来判断。 保险人通
常会提供“投保人声明及签章” 作为
其已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 如：

保险人在统一印制的投保单中设置投
保人声明栏， 写明“保险人对该投保
险种所对应的全部保险条款， 特别是
其中的免责条款已经向本人进行明确
说明， 本人对其内容的真实含义及法
律后果已经了解， 愿意投保”， 下面由
投保人签名或盖章。 至于本案， 安邦
公司保险代理人已表明没有向投保人
详细说明免责条款内容及法律后果，

但原告在投保声明单上盖章确认。 对
诉争条款的效力问题， 双方当事人陷
入了是否明确说明的争论中。

原审杜玉琴代理人： 证人曹斌是安
邦公司保险代理人， 其身份合法， 其证
词具有证明力， 安邦公司对免除保险人
责任条款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车辆
是否年检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明确告知义
务。

原审安邦公司代理人： 诉争条款合
法有效， 理由是： 车辆没有年检与签订
保险合同没有联系， 即不影响保险合同
的效力； 车辆没有年检不能上路行驶，

原告的车辆没有年检就上路是违法行
为； 保险只是保证车辆在准许上路行驶
的情形下损坏后进行赔偿。 根据法律规
定和保险合同第三节第七条第（七）

项， 被告免赔。 另， 杜玉琴在投保声明
单上盖章确认， 表示保险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前已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免责条
款， 投保人对该免责条款内容已经充分
理解； 曹斌的证词与投保单内容不一
致， 其证词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 证明
效力低于投保声明单。

再审杜玉琴代理人： 保险人未对免
责条款说明， 该条款不发生效力； 保险
公司明知被保险车辆已过年检有效期限
仍同意承保是用行为放弃对免责事由的
抗辩， 而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又以
免责条款拒赔， 违背合同目的。

化某退休后被原企业返聘，双
方签订了临时劳动协议。

2010

年
8

月，化某右腿被机器切伤，司法鉴定
为十级伤残。在返聘期间，用人单位
没有为化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双方
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 化某遂向法
院起诉，称双方系劳务关系，原企业
应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

承担他的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等各项经济损失。 而企业辩称与化
某之间系劳动关系， 应按工伤标准
赔偿，而非人身损害赔偿。

当前， 在我国退休人员再就业
的情形已较为普遍， 原因是随着生
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条件的不断提
高，人们不但平均寿命延长，且大多
数退休人员身体健康仍能发挥一技
之长。 同时一些退休待遇较低的人
员再就业可进一步改善家庭基本生
活条件。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与退休人员之间不再属于劳动
关系。

2010

年
9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正式施行，其
中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
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

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
务关系处理。即对于退休人员再就业
的，相关规定已明确，已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的，用人单位与其之间不再属
于劳动关系， 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受
到事故伤害时不按工伤标准进行赔
偿，但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退休
人员可通过民事赔偿途径获得救济。

此项司法解释为法院处理此类案件
提供了法律依据。

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个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
者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 接受用人
单位安排的工作， 成为用人单位的
成员， 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
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双方主
体间不仅存在着财产关系即经济关
系，还存在着人身关系，即行政隶属
关系。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
根据约定， 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
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

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
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双方
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 即经济
关系，彼此之间无从属性，不存在行
政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
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者
提供劳务服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务
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

本案中， 化某只是临时返聘到
原企业工作， 与原企业之间已不存
在行政隶属关系，因此，化某与用人
单位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另外，用人
单位亦没有为化某缴纳工伤保险
费， 不符合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赔偿
的条件， 故对化某不应按工伤标准
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本案中，化某退休后
虽然被原企业返聘， 但与用人单位
事实上不能构成劳动关系， 只能构
成民法意义上的劳务关系， 故对化
某所受到的伤害应按人身损害予以
赔偿，化某的诉请应得到支持。

（作者单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
法院）

本案中， 保险人明知保险车辆已过
年检有效期而继续承保， 而保险合同条
款规定此事由为免责； 对该免除保险人
责任条款效力的判断，一、二审仅停留在
是否“明确说明”的形式判断上，而再审
则从实质意义上有效地诠释了该争论。

笔者试分析如下：

1．

机动车未按期检验并不当然影响
行驶证的效力

首先， 我国对机动车强制性定期检
验，是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体现，属于管
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如
果车辆未按期接受检验而行驶， 其所有
人或驾驶人会受到行政处罚。其次，行驶
证未按期年检承担的是行政法律责任，

而非民商事法律责任。再次，即便行驶证
过期也不当然认为是无证驾驶。 驾驶证
定期审验换证是行政管理的需要， 而非
发生驾驶资格上的法律效力。 无证驾驶
一般指的是没有取得机动车辆驾驶资格
或虽取得驾驶证但被吊销或被依法撤销
的情形。 驾驶证过期并不等于没有取得
驾驶资格，也不必然导致驾驶证被吊销，

驾驶员只要通过了驾驶资格考试， 依法
取得驾驶资格，未被依法注销驾照，就应
认为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

2．

机动车未按期检验并非当然地成
为保险事故的近因

在现实中， 客观存在未及时按期检
验而上路行驶， 但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

正常的情况， 其并不因此导致风险的增
加；也有的虽在检验有效期，行驶证合法
有效，但车辆技术性能已不正常，风险发
生的概率已增加。因此，对逾期未按规定
进行安全状况检验的机动车辆发生事
故， 不能以是否按期检验作为判断保险
人是否免责的标准， 而应以发生事故时
的车辆实际技术状况为依据。至于本案，

未发生投保人不具有驾驶资格的情形，

也未发生车辆实际技术状况不正常的事
实，因此，本案保险人以车辆未年检而上
路行驶发生事故属违法行为而拒赔的理
由不能成立。

3．

保险人对明知未年检的车辆而承
保视为放弃该免责抗辩权

首先，本案中，安邦公司系已明知
杜玉琴的车辆已过年检有效期，不在理
赔范围，而认可并承保，表明其有实现
合同之目的，其拒赔行为则与合同目的
行为自相矛盾，而此恰恰反映出了其是
否诚信的心态。 其次，用保险的禁止反
言原则也可以对此类行为作出诠释和
判断。 禁止反言是指保险人知道或应当
知道因被保险人虚假陈述或者违反保
证条件时可以撤销合同或对索赔提出
抗辩时，明示或默示地向不知道保险合
同有瑕疵的被保险人表明，保险合同是
可以履行的，且被保险人因信赖保险人
的行为而遭受某些损害，则保险人不得
以此等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提出抗

辩。 本案保险人明知投保人存在保险合
同规定的免责事由而承保，就是对该免
责条款抗辩之弃权。 另外，依据生活经
验法则，保险人在明知保险标的不在保
险合同规定的理赔范围仍然承保的情
况下，定然不会明确地告知投保人此保
险标的不符合投保条件，否则投保人就
会知道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拒绝投保，

保险人则失去合同机会，保险代理人的
业绩也受影响。 而本案没有出现拒绝或
延期投保的情形，据此可知保险人关于
争议的免责条款已明确说明的抗辩理
由背离常理。

综上， 无论保险人是否对争议的免
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明确说明与否， 都不
发生免赔效力。

4．

司法实践中，对“免除保险人责任
条款”效力认定不能仅限于是否“明确说
明”的形式标准，更要注重内容是否公平
合理的实质标准

首先，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法理基础主
要是最大诚信原则和当事人合意之客观
要求。保险合同内容完全由保险人单方拟
定，其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
性，只有通过保险人不欺骗和不隐瞒的说
明，投保人才可以了解其专业术语的真实
含义，从而作出选择，实现意思自治。

其次，司法实践中，免除保险人责任
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应坚持实质判断标
准，并结合形式判断标准综合考量。保险

人说明义务理论上可以区分形式判断标
准和实质判断标准。 形式判断标准就是
要以保险人提供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客
观性证据进行判断。 实质判断标准是指
以投保人对免除责任条款的真实含义的
理解为基准进行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于

2000

年作出的有关答复指出，明
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
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 对保
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 除了在保
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 还应当对免
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
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
出解释， 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
含义和法律后果。可见，其强调实质判断
标准。然而不同的法官会因对“实质判断
标准” 的理解差异而对同一事实作出相
异判断， 不利于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与一
致性， 因此法官在裁判时有必要结合形
式判断标准综合考量。

本案中，保险人提供了“投保人声明
及签章” 作为其已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的证据， 能否认定其已履行了明确说明
义务？笔者认为，在判断投保人声明及签
章的证据效力时， 应综合考虑免责条款
内容的通俗程度、条款性质、投保人能力
等因素， 将实质判断标准与客观性证据
的形式判断标准结合来认定其证据效
力。如果“投保人声明”存在失之笼统，其
未明确指出何条款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也未明确写明相关概念、内容以及
法律后果， 并不能当然地认定保险人已
尽明确说明义务。 本案即如此。

再次，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
款的明确说明并非意味着该条款当然
发生效力。 基于私主体的单方趋利性，

拟定格式条款方的预先先决性，保险人
不可避免地在保险合同中作出利己规
定。 因此，法律规定了拟定格式条款一
方的公平诚信拟定义务、提示义务和说
明义务，否则格式条款可能无效。 在格
式条款的效力实质评价方面，一般从是
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否符合公平
原则、是否违反诚信原则、是否损害公
共利益等因素予以把握。 而本案，保险
人欲使合同目的必然不能实现，排除了
投保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了诚信原
则、公平原则和禁止反言义务，该争议
条款当然无效。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案情】

张甲与李甲于
2000

年
7

月结婚，

婚后多年不育，经医院检查，丈夫张甲
无生育能力。

2003

年
10

月至
12

月，

张甲多次陪同妻子李甲到医院使用人
类精子库精子实施人工授精手术。

2004

年，李甲生下一子取名张乙。 刚开始，张
甲非常喜欢张乙， 经常以父子关系示
人，后张甲认为张乙非自己亲生对其不
冷不淡，李甲为此事与张甲发生多次争
吵并大打出手， 夫妻感情急剧恶化。

2008

年
5

月， 李甲带张乙另寻住处独
自抚养张乙。

2010

年
12

月， 李甲起诉请求法院
判决与张甲离婚，并要求张甲每月支付孩
子张乙抚养费

1000

元，直至张乙成年为
止。张甲辩称，同意与李甲离婚，但不同意
支付孩子抚养费，因为当时自己并不想要
孩子，只是李甲非常想要一个孩子，自己
才口头同意接受人工授精手术的，再者张

乙并非自己亲生， 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自己当然没有抚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
为， 张甲与李甲双方分居达二年之久，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 张乙系
张甲、李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双方一致
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视为夫妻
双方的婚生子女，张甲对孩子张乙有抚养
的义务， 每月应支付抚养费

1000

元，直
至其年满

18

周岁为止。一审宣判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现已发生法律
效力。

【分歧】

关于张乙的法律地位及张甲应否
支付张乙抚养费的问题，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乙系人工授精
而生， 只与其生母李甲有血缘关系，而
和张甲没有血缘关系，张甲既非生物学
意义上也非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故张甲
在离婚后不承担张乙的抚养费。

第二种意见认为，人工授精而生的

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对待，张甲与李甲
均有抚养张乙的义务，离婚后张甲仍应
支付抚养费。

第三种意见认为，人工授精而生的
子女兼有血缘、婚姻与抚养协议的三重
属性，不能混同于婚生子女，而是独立
的法律主体，法律应赋予其独立的法律
地位。 张甲应否给付抚养费，还得另行
考衡再做决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主张人工授
精而生的张乙应视为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义务，张甲应支付
其抚养费。 主要理由如下：

1.

张乙系张甲与李甲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所生子女。医学上根据授精方法的
不同， 将人工授精分为将丈夫的精子
植入妻子子宫内的同质授精和将第三
人捐赠的精子植入妻子子宫内的异质
授精两种情形。 对于同质授精所生子

女的法律地位一般没有质疑， 该子女
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对于异
质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比较复
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
地位的复函》的规定，异质授精只有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 才有
获得婚生子女的可能和资格。 为保护
子女的权益， 若该子女在事实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人工授精而生， 也应类推
为婚生子女。 在本案中，张乙系张甲与
李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经夫妻双方
一致同意人工授精而生， 当然应视为
婚生子女。

2.

张乙系张甲与李甲双方一致同意
人工授精而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
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的规定：“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
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
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

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一致同意”的意
思表示，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
面的，还可以从实际行动推定。 张甲多
次陪同李甲到医院实施人工授精手术，

虽未办理书面同意手续，但并未提出反
对或不同意见，应视为张甲默示同意李
甲进行人工授精手术。 张乙出生后，张
甲多次以父子关系示人，也表明张甲认
可张乙为其婚生子女，据此可以认定张
乙是张甲与李甲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
精所生。

3.

第一种意见、第三种意见均不符
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国际上通
行立法惯例和司法判例，不利于保护该
类子女的合法利益。将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且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而生的子
女视为婚生子女，既最大限度地保护该
子女的合法利益，也保护了夫妻的名誉
权和隐私权， 有利于维持和谐的家庭
婚姻秩序， 也是司法参与社会管理的
一大创新。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将人
工授精而出生的张乙视为婚生子女，判
令张甲承担抚养费是合法合理的。

（作者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
法院）

公司分立公告
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分立前公司）拟分立为海南金陵

置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三亚博星旅业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分立前公司）债务由分立
后的公司承继。 经协商，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分立前公司）

债务拟由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 占分立前公司
80%

股权）承担。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指第一
次发布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要求公司对该债务承继方案进行
修改， 或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军 联系电话：

13876578027

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7

日

重庆市朝氏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与重庆北城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市
朝氏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土地侵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副本、民事抗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张俊龙：本院受理万付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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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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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2

日下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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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重庆弘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唐修明诉你
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瑞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傅文利诉你公司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借款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李大洪、何高祥：本院受理凌水生、凌基琼、凌基良诉你二
人以及重庆鑫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再
审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
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马世龙、魏宏桃：本院受理原告马泽华诉你夫妻二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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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届满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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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重庆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茂猛、蒋海千：本院受理的原告江盛诉你与洪永生、范则

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

福建
]

福鼎市人民法院
李华南：本院受理华运梅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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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市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

广东
]

始兴县人民法院
刘文正：本院受理李文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

广西
]

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
杨茂先：本院受理高方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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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

4

日
12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兴隆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

贵州
]

湄潭县人民法院
曾向军：本院受理原告卢彦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同时本院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下午
15

时在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

海南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王应军、成寸平：本院受理刘常宝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

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南
]

武陟县人民法院
魏君：本院受理你与张秀春、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南庙

村委会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学孟： 本院受理原告任合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未民张初字第
00607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家堡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陕西
]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紫阳县全兴液化气储备有限公司、刘珊：本院已受理原告

咸阳彩虹物流运输有限公司、白新文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4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紫阳法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紫阳县人民法院
紫阳县全兴液化气储备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紫阳县昌

财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2011]

紫民初字第
00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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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

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紫阳法院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紫阳县人民法院
张春紫、刘其良：本院已受理原告周丛斌、周从秀、彭孝菊、

杜兴举、党治凤、王佑兴、雷世才、丁小康、朱国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九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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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紫阳法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紫阳县人民法院
刘洪、 刘波： 本院受理的李晓杰与你们两人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 李晓杰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作出的（

2008

） 富民初字第
571

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
再审， 本院已立案审查。 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及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明升：本院受理原告江森平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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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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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 根据
2010

年
11

月
29

日江苏巧丽针织品有限
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靖江市人民法院裁定认
可的《江苏巧丽针织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对江苏巧丽针织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
了第一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结束后，管理人后进一步对相关财
产进行了清理，现决定进行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确定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实施。 本次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1250674.96

元，该分配全部为普通债权分配。 最后分配后，各清
偿对象的总额如下：

1

、破产费用：

6573561.23

元；

2

、共益债务：

33448314.87

元；

3

、职工债权：

38284554.72

元；

4

、社会保险和结
欠税款：

3577387.18

元；

5

、普通破产债权：

16085313.19

元。 本次
最后分配，管理人将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账户信息，直接转账
分配。 江苏巧丽针织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受理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办事处北关居民委员会
申请认定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坻地字第

01069

号、房产所有证为
坻房字第

01069

号坐落于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原城关镇）

北关街
5

号房屋
5

间为无主财产一案，依法对上述财产发出认
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如果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
决。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9

月
29

日（总第
51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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