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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解除应否考虑违约程度

今 日 聚 焦

◇

姚宝华

【各方观点】

【案情回放】

应对约定解除予以限制以维护交易安全

【法官回应】

析 疑 断 案

◇

孔祥俊

2007

年
2

月，测井公司与挚信公司
签订《住宅项目联建合同》，约定：挚信
公司根据测井公司的需求组织某住宅项
目建设。联建面积

38310

平方米
,

均价为
2460

元
/

平方米。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
后一周内支付联建款的

10%

；

2.

开工后两
周内支付联建款的

15%

；

3.

工程施工到
±

0

后两周内支付联建款的
15%

；

4.

主体
工程封顶后两周内支付联建款的

30%

；

5.

主体工程完工后两周内支付联建款
的
25%

；

6.

支付联建款剩余的
5%

。 如
果测井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方
式支付工程进度款， 挚信公司有权解
除合同。

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

将联建面积减少为
30820

平方米。

2008

年
5

月
26

日挚信公司以建
材、人工费涨价为由要求每平方米增加
400

元，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7

月
24

日，

挚信公司以对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主
体结构封顶后联建款为由，解除《住宅
项目联建合同》。测井公司提出异议，要
求继续履行合同。

2009

年
5

月
19

日，测
井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挚信公司
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合同继续履行。

一审法院依据变更前的
38310

平方米计算联建款，认定到主体结构
封顶后测井公司尚欠

2327

万元联建

款，构成违约，挚信公司按约解除合
同行为有效，驳回了测井公司的诉讼
请求。 测井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
法院认为，应依据变更后的

30820

平
方米计算联建款，经查，到主体结构
封顶后尚欠

311

万元，已构成违约，但
由于违约程度轻微， 且双方仅约定
“测井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方
式支付工程进度款，挚信公司有权解
除合同”， 没有对未支付工作进度款
的具体数额进行约定，此种情况下应
由法院依职权确定合同是否继续履
行。 对于此违约程度轻微且约定不明
之情形， 挚信公司无权解除合同，遂
改判合同继续履行。

一 案 一 议

关于合同解除问题， 一直以来，

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法定解除上，

而对于约定解除涉及较少。 本案具有
典型性， 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何谓合
同解除条款约定不明， 如果约定不明
如何处理； 二是约定解除情形下是否
完全不考虑违约程度。 实际上两个问
题的关键是， 对于约定解除的适用司
法实践中是否应加以必要的限制。 就
本案主要有以下观点：

测井公司： 本案的起因是测井公
司不同意挚信公司涨价的不合理要求，

测井公司一直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
度款， 且对法院认定的欠付工程款的
事实没有过错， 挚信公司通知解除合
同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如果
支持其解除合同行为， 对测井公司明
显不公。

挚信公司： 本案约定解除的条件
是具体明确的， 只要测井公司未按照
约定期限、 方式支付工程进度款， 其
就有权解除合同。 该约定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 现一、 二审法院均判定测
井公司欠付工程进度款， 不管测井公
司的主观认识如何， 本案约定解除条
件已经成就。

二审法院： 约定解除亦应考虑违
约程度问题， 本案测井公司违约程度
轻微， 双方虽然约定测井公司欠付工
程款， 挚信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但对
欠付工程款达到何种程度没有具体约
定。 此种情况下， 是否解除应由法院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最终
判决合同继续履行， 是结合本案轻微
违约的实际情况， 基于公平原则， 维
护交易秩序稳定之考量。

部分学者： 约定解除条款必须明
确具体， 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定。 约
定不明情形下， 法院判定合同是否解
除时， 得依法定解除之条件判断。 本
案二审认定测井公司构成违约， 但和
7000

多万元的总工程款相比， 仅欠付
300

余万元工程款是一般违约， 不构成
根本违约， 为了维护交易秩序稳定，

涉案合同应继续履行。

本案对于约定解除条款的适用具有
典型性，各方观点中，部分学者的观点和
二审法院的观点看似一致， 实际上还是
有区别的。 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以约定不
明为前提， 转而判断法定解除条件是否
成就，进而判断是否支持合同解除行为。

而本案二审法院判决的重点则在于，或
者说其隐含的意思是， 即使对解除条件
约定十分明确且已经成就（当然本案约
定解除的条款不能说十分明确），一方虽
然构成违约，但程度轻微，法院能否以此
为理由限制对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 质
言之，就是在审判实践中，是否对约定解
除权予以必要的限制。笔者认为，合同约
定解除应考虑当事人的违约程度， 人民
法院应对约定解除权予以必要限制。 主
要理由如下：

1．

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必须明确具
体

合同约定解除条件与合同关系的
稳定性密切相关，与合同各方当事人的
利益紧密相连。 约定具体明确是一个事
实标准，如果当事人对解除合同的条件
约定不明，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方认
为约定解除的条件已经成就，而另一方
认为约定解除的条件没有成就，当诉诸
法院时，法官也只能通过对约定解除条
件的文意解释来确定条件是否明确。 如
果通过文意解释，无法判断合同约定解

除的具体条件，则意味着合同解除约定
不明。 一般认为，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
定，此种情况下，约定解除条款不再适
用，合同能否解除准用法定解除之判断
标准。

但是，针对具体个案，对于约定解
除条件是否明确可能会有不同认识。 以
本案为例，对“测井公司未能按合同约
定期限、方式支付工程进度款，挚信公
司有权解除合同”之约定是否明确就有
不同认识。 有观点认为，这个约定是明
确的，只要测井公司未按约定期限或方
式支付工程进度款， 合同解除权就成
就。 现在二审法院认定，测井公司未按
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的数额达

300

余万
元，明显构成违约，已符合该约定解除
的条件， 而且该条约定并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 亦不危害国
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 更进一步来讲，

即使测井公司欠付
1

元工程款， 也是未
按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 举轻以明重，

本案欠付
300

余万元工程款当然可以解
除。 再者，如果测井公司认为该约定属
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 应提起撤销之
诉，而其并未提起，法院当然应认可挚
信公司解除合同的效力。 而另一种观点
则认为， 该条约定明显属约定不明确，

根据此条， 认为欠付
1

元或
1000

万元均
可以解除合同，显然是约定不明，约定
不明时， 则准用法定解除的判断标准。

本案欠付
300

余万元仅是一般违约，不
构成根本违约，合同不得解除。 两种观
点争执不下，因为从文意上看本案既可
以说约定不明， 也可以是约定明确，只
不过对测井公司一方过于苛刻而已。 那
么， 此时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路径，此
种情况下即使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法院
是否能对约定解除加以必要限制？ 如果
进行限制，理由何在，这就引出下文的
论述。

2．

对合同约定解除加以必要限制是
维护交易稳定的需要

尽管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
物，但是解除合同条件约定的过于随意，

会使合同被解除的危险增加， 不利于交
易的安全和稳定。而且，有可能会使解除
权人恶意行使解除权， 从中获取不正当
利益，或者造成违约方损失过大，有违公
平正义。有观点主张，约定解除合同的条
件应是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
益的情况，否则，不能约定作为解除合同
的条件，即使写进了合同，应视为该条件
不存在，不产生合同解除权。笔者不完全
认可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是严重影响
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观点， 但为
了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 如果当事人对
约定解除的条件过于随意， 或者对一方
过于宽松而对另一方过于苛刻， 则法院
有必要予以审查。 本案即是如此， 根据

“测井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方式支
付工程进度款，挚信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之约定，如果认为欠付
1

元和欠付
1000

万
元合同解除权同样成就， 这样的约定就
过于随意， 使挚信公司有了滥用解除权
的危险，法院必须进行审查。

3．

对约定解除加以必要限制是利益
衡平的需要

合同解除权制度的立法价值是相关
主体之间的利益衡平， 对利益衡平的追
求是对约定解除权进行限制的根本动
因。关于追求衡平的利益主体，应做广义
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合同主体之间的，还
应包括合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衡平
问题。 传统的合同自由在强调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同时， 却忽略了主体事实上的
不平等状况。 另外， 基于社会公正的考
虑， 当代各国立法基本上都对当事人私
权利的行使做了必要限制。“任何一种私
法制度都是建立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个人利益的膨胀打
破了这种平衡， 法律就要进行纠正而恢
复。”因此，从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衡平角度来
说， 应当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进行必要
的限制。当然，由于约定解除权从根本上
来说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 因此限
制解除的事由不可一概而论， 只能赋予
法官自由裁量权，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确定，同时还应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应
遵循不损害公共利益原则。 个体利益实
现的同时可能会给社会造成损害。因此，

对实现个人利益最低的法律要求是不损
害社会利益；其次，应遵循利益限制的衡
量原则。“任何法律都可能因为特定的必
要理由而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必要的限
制。 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有合理的界限和
标准。”因此利益的衡量是对约定解除权
进行限制的核心。 本案如果支持挚信公
司解除合同的行为， 其将因此获得巨大
利益， 而测井公司的几百个职工集资建
房的初衷无法实现，显然不公平。衡平各
方利益是法院的重要职能， 在当事人之
间的利益发生严重不平等时， 法院就可
以基于公平考量施加影响， 以保证合同
主体利益的均衡。

综上，本案中，抛开当事人约定是否
明确一节，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从利益
衡平的角度， 考虑到当事人的违约程度
比较轻微， 从而对另一方的约定解除权
加以限制，是必要的、合适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无证驾驶致人伤亡

保险公司应否担责

王建敏

[

案情
]

某市一税务所系国有事业单位（内
设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张某任所长，

李某任副所长， 被告人王某任该所普通
工作人员， 所里还有赵某、 钱某两名职
工。

2008

年，王某伙同张某和李某（李、

张均另案处理） 利用负责税务征收和管
理等职务之便，经预谋后，以单位需要费
用的名义向辖区内某公司负责人黄某索
要
16

万元（不开票，不入账）。 过了一段
时间，张某提出单位钱不紧张，不需要费
用，把钱分掉，王某和李某表示同意。 后
王某、张某、李某各分得

4

万元，赵某、钱
某各分得

2

万元。

[

分歧
]

本案审理中， 对于被告人王某的
行为该如何定罪处罚， 形成了四种意
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王某伙
同他人以单位名义向他人索要钱款，

这是单位的行为， 后单位内职工均分
到了钱，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特征。

对被告人王某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中
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王某伙
同他人以单位名义向他人索要钱款，

这是单位的行为， 其行为构成单位受
贿罪， 对王某应以单位受贿罪中的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王某与
张某、李某有一个预谋的过程，有共同
犯罪的故意， 后实施了索要钱款及分
款的行为。 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受
贿罪，属共同犯罪，应按受贿总额

16

万
元处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王某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不属共同犯罪，应按

其实得
4

万元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

评析
]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针对前面两
种不同意见，分析如下：

第一种意见私分国有资产罪能否成
立关键问题在于本案中的

16

万元是否属
于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主要有三大类：一
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国有资产；二
是国家以各种形式对国有公司、 企业投
资形成的财产和投资收益； 三是国家向
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财产。 其中
第一类主要指： 国家依法赋予各行政管
理机关强制收取的各种税费； 国家通过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取得的财产；国家
通过强制征收取得的其他财产。 根据上
述规定，行政事业单位违反行政法规，滥
用职权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所得的
款项，应认定为国有资产，构成私分国有

资产罪的犯罪对象。 本案中税务所没有
任何正当的理由向黄某收

16

万元， 该款
既不是正常的税费和其他应收管理费，

与乱收费也没有关联， 而且没有入单位
的账， 该款是王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敲
诈得来的钱，属于受贿款的性质，故本案
中的

16

万元不属于国有资产。 故被告人
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第二种意见单位受贿罪能否成立关
键在于本案是否符合单位受贿犯罪的特
征。 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
重的行为。 本罪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

并且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如果收受财物归
国家工作人员个人所有，则成立前述受贿
罪。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等人索要的

16

万
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索要的，却被税务所
的工作人员私吞，单位分文未得，故本案
也不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首先，根据刑
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前款
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
受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的， 以受贿
论。本案中情形属于该款规定的情形；其
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
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的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
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

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
罚。”据此，本案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
是个人受贿；最后，实践中，共同受贿必
须有共同故意、共同行为、共同占有三个
要件，一般来讲，只有夫妻关系、情人关
系才定为共同占有。本案中，税务所中的
赵某、钱某对于

16

万元不知情，王某、张
某和李某预谋时也只是讲为单位要些费
用，后来才产生分钱的故意，王某没有共
同占有

16

万元总额的犯罪故意， 本案不
符合共同受贿的构成要件， 不能按照总
额来定罪处罚， 故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应
按其个人实得

4

万元来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0

年
11

月
3

日
19

时许，王某
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在某市的非机
动车道上行驶时，与在此路段行走的
朱某发生碰撞，致朱某伤残。 朱某因
此而住院治疗， 花去医疗费数万元。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在此事故中无证
驾驶， 且在非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

应承担全部责任，朱某无责任。 双方
因赔偿数额协商未果，朱某遂诉至法
院，要求王某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其
损失。王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事故在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期间。

本案在审理中有两种意见：一种
意见认为，王某无证驾驶行为不属于
法律规定的保险公司免责事由，保险
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
为，王某无证驾驶，按照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只能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
用，朱某受伤后并没有发生抢救费用，

因此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朱某损失。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理由如
下：

首先，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承担
的是无过错赔偿责任。我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
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
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两条款确立
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承担无过错
赔偿责任原则，即不论交通事故当事
人各方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如何，

保险公司应首先在责任限额内对受
害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交强险的
责任限额不足以弥补损害的前提下，

机动车一方才承担机动车事故责任。

其次，条例二十二条没有规定保
险公司对“人身伤亡”不赔偿。 条例第
二十二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
格或者醉酒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
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该规定是免除了无证或者醉
酒驾驶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保
险公司对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免责情
形， 但并未免除保险公司对受害人人
身伤亡的赔偿责任。因此，依照上述规
定，无证驾驶的肇事情形，保险公司在
赔偿了受害人人身方面的损失后，可
以向肇事方行使追偿权利。

最后， 从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来
看，保险公司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国家
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制度对
交通公害的干预，是潜在的加害者集
团用集团的资金（保险金）保障受害人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体现加害者
集团内部的责任风险分担。受害人无
法选择肇事司机，因此，对无证驾驶
司机的惩罚不能转换为惩罚受害人，

否则，造成有过错的受害人可能得到
赔偿， 而受害人无任何过错的本案，

只因肇事司机无证驾驶，受害人得不
到任何赔款的失衡状态，这显然背离
了交强险的立法目的。 所以，本案的
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朱某损失。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农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以单位名义索要钱款行为的定性与处罚

李小军（李乾）：本院受理武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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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举辩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甘肃
]

成县人民法院
海南自力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城市住宅发展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口民达贸易公司与被告海南自力投资有限公
司、被告海口市秀英城市住宅发展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 判决后，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
支行不服（

2010

）海中法民一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在上诉期限
内提出上诉。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
答辩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烽田：本院受理原告海南百家网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

海南
]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李节 ： 本院受理大庆同创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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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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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贾国照：本院受理原告李元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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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乘风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黑龙江
]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董国君：本院受理张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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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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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黑龙江
]

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
彭芳： 本院受理原告周玉华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湖北
]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郑玉平：本院受理原告邓佩诉你、何玉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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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湖北
]

枝江市人民法院
徐火英、刘火明：本院受理原告李绍展、万刚诉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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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江西
]

宜丰县人民法院

鸟泽云、青海海天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卡特彼勒
（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

2011

）宁民三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卡特
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要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
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鸟泽云、青海海天机械化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未到期租金

4102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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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忠霞：本院受理王富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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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口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镇安县人民法院

陈彦：本院受理（

2011

）静民一（民）初字第
8

号原告上海高
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静民一（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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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川洋子：本院受理（

2011

）静民一（民）初字第
9

号原告上
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静民一（民）初字第
9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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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周红燕、周铁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新洲支行诉被告周红燕、 周铁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珠香法民四初字
第

57

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周红燕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被告
周铁流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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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周铁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被告周红燕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大庆市玉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洪涛诉

大庆市玉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0

）庆高新商初字第
7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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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岳爱峰： 本院受理原告令狐晓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让民初字第
1636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大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姜茂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东县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1

）鸡东商初字第
16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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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黑龙
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

黑龙江
]

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受理了申请人唐山市荣茂矿业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300052/20331576

，面值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出票人唐山市

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天津市荣昌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持票人同出票人，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5

日）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作出（

2011

）南民催字第
15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公款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

河北
]

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王明香：本院受理原告李方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平龙民一初字第
52

号民事判决书。 判
决驳回李方华的诉讼请求。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河南
]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
汪洋：本院受理原告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11

）宁民三初字第
1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被
告汪洋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原告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租金

284463.20

元、 违约金
130025.29

元、 律师费
490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4814

元；二、驳回原告卡特彼勒（中
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归还设备并赔偿解除合
同后未归还设备赞成损失的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鸟泽云、青海海天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卡特
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宁民三初字第
11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鸟泽云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原
告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362621.30

元、违约金
67312.82

元、律师费
490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6269

元；青海海
天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卡
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张未到期租金的诉讼请求。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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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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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7

日（总第
51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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