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现在开庭·纪实］

2012年 2月 6日 星期一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韩 芳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36 电子信箱押anjianjishi@rmfyb.cn

袁宝洪本想靠疯狂作案寻求刺
激、 自我麻醉， 但盗窃犯罪又怎能
弥补亲人背离、 青春梦断带给他的
铭心之痛？

在十几年的偷盗生涯中， 袁宝洪一
次次向司法权威挑衅示威。 然而， 袁宝

洪盗窃生涯的末路狂欢在
2006

年服刑
后发生了根本转变。

也许是他已经意识到， 犯罪者终将
对所犯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他已经悔
悟， 厌倦了自己曾经自鸣得意的种种劣
迹。 这次入狱， 他在狱中写下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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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字的自传， 详细记述了自己的
300

余起犯
罪， 及其作案前后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得
失， 似在忏悔自己又像警示后人。

在庭审中， 检察院出具了公安及检察
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 证明袁宝洪在被羁
押期间， 主动坦白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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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核查落
实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且， 这些余
罪都是在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情况下，

由袁宝洪自己坦白的。 虽然这些案件多
数均有被害人报案， 但由于盗窃案件的
特点， 作案现场没有遗留下确凿的痕迹
物证， 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因此， 袁
宝洪的坦白是破案的重要依据。

三天庭审中， 袁宝洪表现得异常平
静， 回忆起作案过程更是“如数家珍”。

他可以仅凭记忆清楚地说出既往偷盗的时
间、 地点、 车型、 颜色， 有时候甚至能交
代出机动车所停靠的车位。 庭审结束后，

承办人惋惜地对袁宝洪说： “你在犯罪

中表现出的沉着、 冷静、 果断， 本是无
数人渴望具有的优秀素质， 本可以帮助
你成就一番事业， 造福社会。 你这样放
弃自己、 报复社会， 不仅是对社会、 对
家庭的深深伤害， 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任。”

法庭最后宣判， 虽然袁宝洪系累犯，

依法应予从重处罚， 但鉴于他如实供述了
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应认定为
自首， 法庭对其所犯盗窃罪、 抢劫罪均依
法从轻处罚。 故与前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
罚金人民币

6.3

万元。

“这回， 我真的服判了！” 袁宝洪在
听完判决后说道， “等服刑出来做点别的
事， 我不会再偷盗了。”

听到袁宝洪发自内心的认罪服判， 或
许， 我们可以相信， 他的偷盗生涯就此画
上了句号。

2011

年
12

月
12

日， “京城大盗” 袁宝
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法院查
明被告人袁宝洪疯狂作案， 单独或伙同他人
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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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机动车内的钱物， 窃得各类车
辆

75

辆， 盗窃款物共计价值
765

万余元；他
还伙同他人实施抢劫

3

起，抢劫款物共计价
值

5800

元。 法院认定袁宝洪犯盗窃罪、抢劫
罪。 鉴于这

289

起犯罪事实均是袁宝洪在押
期间主动坦白，法庭决定对其从轻处罚，与

既往罪刑合并，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袁宝洪当庭表示接受判决不上诉。

目前， 袁宝洪盗窃、 抢劫犯罪的判决已
经生效。 然而， 闻听此案， 人们还是对袁
宝洪偷盗犯罪持续时间之长， 犯罪地域之
广， 造成社会损失之严重， 惊叹不已。 不
禁要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正值壮年
的袁宝洪一次次以身试法， 屡教不改， 半
生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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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厚厚的证据卷宗，

345

页、

16

万字的刑事判决书，

一个被告人被认定
289

起犯罪，

盗窃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765

万余元， 庭审进行了整整三天。

这个被告人曾有“四进宫”

的经历。 他
18

岁因盗窃罪被劳
动教养二年，

21

岁因抢劫罪、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9

岁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

39

岁因抢劫罪、 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这次服刑期间， 他先后坦
白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余罪
321

起， 经查证， 这些余罪核
查落实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

在狱中， 他洋洋洒洒写下
长达

3

万字的自传， 详细记述
了所犯下的罪行， 也述说了自
己作案前后的心理活动和情感
起伏。

他， 就是号称“京城大盗”

的被告人袁宝洪。

“京城大盗”的疯狂末路

□

本报记者韩芳本报通讯员宋之愉鲍艳

44

岁的袁宝洪身材高大， 体格健硕，除
了胳膊上有块“

1985

”的刺青之外，丝毫看不
出他与常人有何不同。

袁宝洪出生在北京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
庭，父母稳定的工资收入使他从小衣食无忧，

在父母的疼爱中他也有着幸福的童年， 小学
时， 袁宝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加之头脑灵
活，有组织能力，整天都有一大帮孩子围在他
身边。那时，袁宝洪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

然而， 袁宝洪并没能循着自己童年梦想
的轨迹发展。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爱逞强又好
面子的他，为了在小兄弟们面前“拔份儿”，以
巩固自己的“大哥”地位，在西红柿还是三分
钱一斤的年代， 第一次将手偷偷伸进父母的
口袋，他用偷来的一块钱在小兄弟们面前“摆
阔”，挣足了面子。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快感，使
他渐渐沉湎于吃喝玩乐、呼朋唤友的生活，一
点一点疏离了学业。

被捕以后，回忆起自己的逐步堕落，袁宝
洪说，父母、老师在自己因贪慕虚荣充当“大
哥”时并没能力挽狂澜，相反，父亲简单粗暴
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冷漠放弃的学校氛围使他
更加自暴自弃，他逐渐开始厌学并最终辍学。

1985

年的一天， 因犯错误被父亲责骂，

袁宝洪离家出走了，由于走得匆忙，他分文未

带。离家两天粒米没进，袁宝洪闻着火车站附
近一家饭馆的菜香，胃里更是阵阵作痛。在回
家认错、开口讨饭还是违法犯罪的踟蹰中，袁
宝洪选择了后者，他偷了饭馆里一个女包。然
而，包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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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

20

多斤粮票不仅没有帮
到他， 反而使他被闻讯赶来的火车站民警逮
个正着。

这一年袁宝洪整整
18

岁。第一次进拘留
所，被提审时，他哭得像个泪人，哀求民警给
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6

年后的今天，袁宝洪追忆这个“第一
次”时，他说：“

18

岁是一个人成年之旅的开
始， 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成人礼却在拘留所
里完成。 ”

面对劳教两年的惩罚，袁宝洪承认，当时
自己不仅没有及时反省，思考如何改过自新，

反而认为这个惩罚过于严厉， 是社会对他不
公。他说：“我当时暗下决心，出去之后要报复
社会。 ”自此，袁宝洪的心里埋下了仇视社会
的种子。

出狱后，袁宝洪故意以孤立自己、放弃自
己来向世人表达怨恨，宣泄不满。在这种心理
的支配下， 这个儿时曾梦想成为一名人民警
察的健硕男人， 为了满足过盛的自尊心和虚
荣心，将半生光阴交付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
狱里，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的梦想背道而驰。

劳教出来后， 袁宝洪又和无所事
事的小兄弟李忠混在一起。 手头拮据
又无一技之长， 靠什么挣得自己的活
路和面子呢？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到别
人家“找”点东西换钱花。

第一次，两人先踩好点儿，四下观
察无人，战战兢兢地闪进一间民房，在
找到两部相机后他们撒腿就跑，确定没
人追上来才敢停下。 停下后，两人开始
后怕，捧着东西的手直打哆嗦。随后，两
人用销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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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和偷到的
200

元钱，“美美”地“潇洒”了一阵。 尝
到甜头后，袁宝洪和李忠更不愿停手，

他们流窜于大街小巷，四处下手。

次年，为了躲避抓捕，他们跑到河
南信阳、驻马店等地。 在逃跑途中，两
人还趁机作案，终于，在驻马店的一家
旅馆门口被潜伏的警察抓获。这次，袁
宝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袁宝洪认为法院对自己的判决还

是过重了，为了早点出狱，他努力表现
自己，两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被减
刑九个月。可是，提前出狱的袁宝洪并
没有改过自新，他依然四处偷盗。此时
的他，已彻底放弃了儿时的警察梦，完
全沉湎于孤独迷茫的盗窃生涯。

1996

年，袁宝洪因盗窃再次被送
往河北省太行监狱服刑，直到

2002

年
刑满释放后， 袁宝洪又结识了志同道
合的“大个儿”、陆宾等人，开始了新一
轮的疯狂犯罪。他们一起撬后备箱、砸
玻璃。 为了顺利实施盗窃， 甚至制定
“作案方针”：以全北京为作案地点，各
司其职，灵活多变。 袁宝洪回忆，

2003

年至
2006

年四年间，他们共作案
300

余起，其中在朝阳区就作案
130

多起。

一次次的得手越发膨胀了这个团
伙自鸣得意的心理， 一般的小偷小摸
在他们看来已经缺乏“成就感”。 他们
开始盗窃名贵机动车。只要能出手，宝

马、奔驰、奥迪等各种车型无所不盗。

谈起屡屡得逞的“秘笈”，袁宝洪不禁
有些洋洋自得，他将“成功”归结于自
己“沉着、冷静，打得赢心理战”。

袁宝洪回忆，

2004

年
10

月，他们
刚盗窃了一辆三菱帕杰罗汽车， 便被
“

110

”巡逻车盯上了。同伙慌张之下想
要加速离开，袁宝洪却阻止了他，反而
让他在路边停车，假装下车解手，最终
他们还真的躲过了抓捕。 这次与警察
的“智斗”，让袁宝洪更加有恃无恐。

为了展现自己“卓越”的心理素质
和盗窃水平， 袁宝洪甚至专门跑到法
院、派出所门口偷车。

2005

年
3

月，袁
宝洪和陆宾等人在香河园小区寻找目
标时，发现一辆“上家”点名要的蓝色
桑塔纳汽车， 陆宾见派出所就在斜对
面，便回头问他：“还干不干？ ”，此时，

袁宝洪心中突然燃起一股向司法机关
挑衅的邪念，他一咬牙说：“干！ ”

在派出所门口得手让袁宝洪好不得
意！

2005

年
7

月
25

日，袁宝洪又在丰台
区检察院门前， 砸破一辆深蓝色长城赛
弗汽车的车窗， 盗走车内的笔记本电脑
和投影仪各

1

台；

2005

年
8

月
24

日，在
密云县建委门前， 砸破一辆黑色广本轿
车，偷得现金

13000

元；

2005

年
10

月
26

日， 在平谷区法院门口砸了一辆尼桑天
籁轿车的车玻璃，偷得

5000

多元钱。

“其实虚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
遗憾的是， 虚荣心在我身上没有转化为
动力，反而一点点吞噬了我。我渐渐失去
自我，滑入了人生的深谷，开始了半生苦
途。 ”时过境迁袁宝洪终于开始悔悟。

但当年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袁宝
洪却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竟从暗地行
窃发展为公然抢劫。他说：“作为一个老江
湖，我不可能不懂得抢劫比盗窃的性质恶
劣多了，如果抓到将被判更重的刑，可是，

抢劫比盗窃刺激多了！ ”

在以偷盗为生的日子里，袁宝洪的心
理渐渐扭曲。 他以盗抢犯罪寻求刺激，不
仅是为了物质享受，更是满足报复社会的心
理需求。 “一开始是为了钱，到后来根本不缺
钱了，却变得一天不干浑身不自在，不管车
里有没有东西，我都得把它弄开，心里才舒
服”。袁宝洪将他的扭曲归咎于被逼无奈，他
认为是社会、 法律把他逼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到了后期，袁宝洪的犯罪逐渐成为
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消遣。

袁宝洪的家庭是一个严父慈母的传
统家庭， 从小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管束
严格， 从不让他乱花零用钱。 袁宝洪走
上偷盗之路后， 手头变阔绰了， 再也不
用为零花钱犯愁。 偷钱后， 他用下馆
子、 抽烟、 喝酒、 蹦迪来放纵自己。 随
着年龄的增长， 袁宝洪开始意识到一个
大男人要尽到家庭责任， 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父母、 妻儿过上富足生活。

但好逸恶劳的他再一次选择了错误的
方式， 企图用偷盗所得给家人带来幸
福。 然而， 他的这种“奉献” 只能是
一厢情愿， 看到他在犯罪的泥潭里越
陷越深， 亲人们一个个都失望地离他
远去。

1994

年， 袁宝洪和前妻相识结婚
并育有一子， 一家三口过了两年美满平
和的生活。 但最终， 前妻因为他不断偷
窃而带着儿子离开。

1996

年， 当袁宝
洪再次服刑时， 家里与他中断了联系，

直到第二年
4

月， 袁宝洪才得知最疼爱
他的母亲已身患绝症。 袁宝洪努力改
造， 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 然而， 子欲
养而亲不待， 跪在因替他担忧而过早离
世的母亲的坟前， 袁宝洪良心未泯地抽
了自己十几个耳光。

母亲过世后， 年迈的父亲既伤心又
孤独， 但是见他出狱后仍然不务正业，

彻底绝望的父亲与他断绝了关系。 逢年
过节， 别人都一家团圆， 袁宝洪只能百
无聊赖地独自窝在出租屋里， 他趁着节
日给父亲送去的东西也被扔出门外。

在疯狂盗窃的支撑下， 袁宝洪手上
越发宽裕， 便肆意挥霍。 他一时兴起想
吃一顿狗不理包子， 就打车去趟天津，

中午再返回北京， 到东来顺吃一顿涮羊
肉。 袁宝洪说， “这样做满足的不仅仅
是胃口， 还有那填不满的虚荣心。 这样
挥霍还有另一个原因， 父亲知道我的钱
来路不正， 从不肯收我买的东西， 那我
这些钱， 除了糟蹋， 还有什么用？”，

“我专挑最好的山珍海味、 特色美食吃，

北京十八个区县哪有好饭馆， 我一口气
都能报出来。 平时我约上几个哥们， 一
起醉生梦死， 只有这样我才能借酒消
愁， 将心中的苦闷一饮而尽。”

奢侈无度的生活袁宝洪很快就过腻
了， 父亲彻底不认他这个不孝之子， 他
心里越发空虚起来， 就一头扎进网吧，

靠在网络游戏中的过关斩将让自己暂时
忘却现实。 直到此时， 袁宝洪才痛苦地
发觉， 因为盗窃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
人。

2006

年， 袁宝洪在网络上结识了
一个名叫梁丽丽（化名） 的女友， 二人
从相识到相恋， 逐步发展到谈婚论嫁。

这段感情使袁宝洪找到了久违的情感依
托， 然而， 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 梁丽
丽对袁宝洪不务正业、 没有固定工作的
严厉指责， 终于在二人的一次次激烈争
吵中将袁宝洪激怒， 肆无忌惮的袁宝洪
一怒之下将梁丽丽绑架到一处荒山上，

还顺手抢走了她的金项链。 最终， 伤心
绝望的梁丽丽报了案， 袁宝洪再一次被
逮捕。

这次法庭宣判时， 袁宝洪的家属、

朋友没有一个人到庭。 袁宝洪黯然的眼
神中再也没有了盗窃得手后的洋洋得
意， 旁听者们仿佛也在默默探问， 他怎
么就走到了众叛亲离这一步

?

“如果当初我没有任凭自己小小的虚荣心膨胀，没有

任性地离家出走，没有劳教后对社会心存报复之心，或许

我现在已经成了一名警察。 ”

A与梦想背道而驰———

“在高墙铁窗中，回顾这十几年来的偷盗生

涯，我终于意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不自救的

人谁也救不了。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所有

人：不要以身试法！ ”

D末路狂欢终休矣———

“我的犯罪欲望越来越强烈，不管有钱没钱，有没有必要，三天不干就

手痒，犯罪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有时甚至是一种消遣。 ”

B自我膨胀越陷越深———

“我最初简单地认为，有了钱才可以孝敬父母，

后来才发现，亲情是用金钱换不回来的。 ”

C恩断义绝亲人远离———

图为袁宝洪被带进法庭。 李佳摄

杨莘、杨芸、杨朝晖：杨宁诉翁莹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1

）西城初字第
6143

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杨宁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向本院申请
强制执行。 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法在公告届满后为申请人杨宁办理北京西城区（原宣
武区）白广路

4.6

号
10

号楼
3-3-38

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
续。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首翼国际航空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北京市海
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
未按要求接受询问调查、报送相关材料，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对
你单位罚款

19 000

元一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准予执
行裁定。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牛战岭：本院执行的韩友（连云港）饲料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金执字第
250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济南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济南洪楼森信建筑有限公

司）、王启林：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赵光顺与你们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

2010

） 济执指字第
65

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第
（

2011

）济天执字第
964

号执行通知书、本院（

2011

）济天执裁字
002

号、（

2011

） 济天执字第
964

号、（

2011

） 济天执字第
964-

1,3,4

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东
]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嘎让、巴桑磋么：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蜀都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2012

）锦江执字第
20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履行
（

2010

）锦江民初字第
212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苟红亮、郭寸立：本院受理成都市仁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和（

2012

）锦江执字第
94-1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履行
（

2011

）锦江民初字第
114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何玉兰、胡正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蜀都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2012

）锦江执字第
15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履行
（

2011

）锦江民初字第
66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托里康乐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塔城市惠远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托执字第
84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一、

支付工程欠款
168829.21

元；支付欠款利息
24108.8

元；支付违
约金

5

万元。 二、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三、负担案
件受理费

8737.5

元；申请执行费
3544

元。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新疆
]

托里县人民法院

丁明哲：本院受理郭爱菊与丁喜超、你不当得利纠纷上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郑民二终
字第

13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延东：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嘉莉诗（国际）服装有限公司与
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1

）管民初字第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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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

河南
]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湖南太子化工涂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 本院依法作出（

2011

）开民催字第
3088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票号为

31000051

（

20933935

），出票人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15

日，付款行为浦发
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为常德市佳诚机械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15

日，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最后
持票人为申请人湖南太子化工涂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失效。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太子化工涂料有限公
司有权向付款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请求支付。

[

湖南
]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郭文革：本院受理原告何灿、张永求诉被告郭文革、刘路江

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1

）潭民二初字第
2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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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湖南
]

湘潭县人民法院
贺智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

支行诉你、周森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2011

）潭民二初字第
231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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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南
]

湘潭县人民法院
杨勇：本院受理原告湖南省荣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安
民初字第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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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南
]

安乡县人民法院
常州长霖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光华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新商初字第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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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江苏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阿玛克电子公司：本院受理盐城经纬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

2009

）盐民三初字第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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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天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夏智千、郭洪宝、朱琳琳：本
院审理上诉人齐宝国与你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沈中民三终字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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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跃光、胡杰：本院审理上诉人徐东与被上诉人成都柏兴

运输公司及你方返还货车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12]

沈中民三终字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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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黄萍：本院受理原告刘剑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会民初字第
1145

号民事判
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会泽县人民法院
孙发能：本院受理原告舒云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会民初字第
1159

号民事
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会泽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 受理了申请人江阴建鸿新型
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2

月
1

日依法作出（

2011

）杭西催字第
7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

浙江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朱雷： 本院受理湖州耀东包装有限公司诉你及朱应良、何

发珍、广德县远东汽车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长兴县古城街
道上杨居民委员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浙湖民终字第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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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熊明寿： 本院受理原告熊启跃诉你及被告永诚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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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 湖吴民初字第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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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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