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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深

一对
80

后闪婚闪离，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法官几经调解， 双方最终和平分手。 林建新赵颖摄

□

本报记者梅贤明
本报通讯员杨建玲

康菲油污 就10亿赔偿？

反馈 追踪

□

本报记者梅贤明本报通讯员杨建玲
新闻 纵深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我国共有
46.5

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
5000

多个家庭解体，较前年同期增长
17.1％

。 我国
离婚率连续

7

年递增，其中一线大城市的离婚率更是遥遥领先。 应对“中国式离婚”，需要一系列的家庭社会救疗机制。

中国式离婚： 期待下一站的幸福

婚姻 需要经营的技巧

“中国式离婚” 成为一个令世人
关注的现象。 国外媒体甚至创造新词
“我一代”， 分析这个曾号称世界婚姻
最稳定的国家离婚率走高的原因。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院近年
审结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 发现离
婚案件有如下几个特点： 从年龄结构
看，

22

岁至
35

岁人群是离婚主力
军，

36

岁至
50

岁年龄段是婚姻平稳
期，

50

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 从
教育背景看， 学历高低与离婚率高低
成反比， 学历越低， 离婚率越高。

福建高院研究室法官江振民认
为， 快节奏生活下夫妻交流匮乏、 婚
姻观念变化以及离婚成本偏低等因
素， 对婚姻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应
对“中国式离婚”， 需要一系列的家
庭社会救疗机制。

根据数据显示和相关人士分析，

不少婚姻岌岌可危， 甚至破裂， 其主
要原因之一是婚外恋。

据悉， 近年来， 在福州市各级妇
联接待的信访案件中， “配偶有外
遇”、 “重婚、 包二奶、 同居” 所占
的比例为

40%

。

福州市市民蓝敏说， 她丈夫跟了
一个发廊妹后， 就经常夜不归宿， 她
曾经努力劝解丈夫， 但无效， 因而寻
找社区、 派出所和妇联出面协调。

类似蓝敏丈夫“婚外恋” 的例
子， 在福州市离婚的案例中较为普
遍。

据上海社科院进行的“中国离婚
调查” 分析， 导致离婚的原因多种多
样， 其中， 配偶的婚外性行为首当其
冲， 成为鸳鸯离散的“罪魁祸首”。

这份对离婚人士进行的抽样调查
中， 共有七十多种因素被指导致离
婚， 其中包括性格或感情不和、 家庭
暴力、 家庭经济纠纷、 性生活不和
谐、 “第三者” 插足等。

40%

以上的
受访离婚人士一致认为， 配偶的婚外
性行为使他们深受伤害并直接导致婚
姻破裂。

江振民向记者分析， 产生婚外情
的原因众多， 生活太过于贫穷， 女方
不愿和男方继续生活下去， 而想在经
济上依赖外遇者； 或者是生活富裕
了， 男人应酬多， 所受诱惑增多， 从
而引发婚外恋。

“一见钟情， 婚了。 一怒之下，

离了。” 福州市鼓楼区婚姻登记处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 该处近年来登记的
离婚夫妻中，

35

岁以下者超过一半。

其中，

80

后又占多数， “闪离” 现
象日益突出。 “有些人办手续时还在
吵架， 等拿到离婚证后， 又抱在一起
痛哭。”

婚后浪漫不再、 心理落差大， 是

导致
80

后闪离的原因之一。

小李和妻子牵手走过美好的大学
时光、 一起熬过找工作的痛苦。 步入
婚姻殿堂的他们曾经让周边人嫉妒、

羡慕。 婚后一切都非常顺利， 两人的
工作解决了、 房子也买了， 甜蜜生活
刚刚开始。

但不久， 矛盾莫名其妙地出现
了， 次数也越来越多。 年轻气盛的小
李毅然踏入离婚男人的行列。 他的解
释很坦率： “真正生活在一起才知道
是不是真的合适， 我对她的感情确实
没了， 在一起也是彼此折磨， 不如爽
快一点。”

小丽和小强都是
80

后， 两人经
人介绍认识， 在

3

年多的恋爱过程
中， 到处游山玩水， 其乐无穷。

婚后， 小丽认为丈夫应该把工资
卡交给她， 在外一切行踪一律要向她
汇报。 可小强从小在家自由散漫惯
了， 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处处管着
他， 让他不胜其烦。

而且， 两个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做琐
碎的家务， 小强认为男人整天在外面打
拼， 女人应该将生活安排好， 他下班回
家不是上网就是打游戏， 然后等着吃
饭。 而小丽自己也有工作， 回到家中还
要照顾这个“少爷”， 也觉得难以忍受。

两人多次为琐事吵架， 先是长时间分
居， 最后分道扬镳。

导致
80

后离婚的原因还有很多，

童年时父母离婚造成阴影， 也是其中之
一。

童年阶段因为父母离异而遭受了心
灵创伤的孩子， 长大后会加倍地不信任
婚姻， 这一代人的离婚率较之父辈， 会
呈翻番态势。

为何
80

后离婚情况这么严重？ 有
专家指出了几个重要的“感情陷阱”：

缺乏安全感、 掺和到这份感情中的人太
多， 还有一个因素的影响也在加大， 那
就是女性太强势， 男性自尊心受挫。

80

后强调自由多， 却忽略甚至远
离了责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孙

云晓分析， 他们非常重视自我利益而
很少关注别人的感受， 经济上的算计
和功利主义是其离婚率高的更深层原
因。 加上四个家长掺和一个家庭， 怎
么不乱？

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年轻人
处在感情冲动期闪婚闪离， 但经受住几
十年生活磨难的老夫老妻， 为什么也能
说出“离婚” 这两个字？

“现在孩子大学毕业可以自立了，

家庭责任已经完成， 不再彼此凑合了。”

年逾
50

的福州市民项先生叹道： “结
婚近

20

年，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

决定“不再凑合” 的还有家住福州
市晋安区的李梅、 于坚。

李梅、 于坚已结婚
30

多年， 膝下
两子均已参加工作， 老两口如今却闹起

了离婚。

二人都称早年结婚时并无感情基
础， 婚姻并不如意， 婚后又因性格不合
常发生争吵， 虽然共同生活几十年， 积
怨却越来越深。 年轻时考虑到孩子需要
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勉强维系， 现在孩子
已长大成人， 双方都认为夫妻感情已不
存在， 要求离婚。

福州市台江区的刘军、 张敏也是结
婚

30

年， 儿女均已成家立业， 按说两
人可以美满地共度晚年。

然而事与愿违， 退休前， 刘军因工
作原因经常不回家， 引起老伴不满。 退
休后刘军又迷上了跳舞， 更加深了老伴
的怀疑， 使矛盾加剧。 双方已无重归于
好的可能， 最终法院判决他们离婚。

晋安区法院法官赵颖认为， 这些老
年夫妻离婚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有的本来婚姻质量不高， 缺乏感情
基础。 年轻时为了孩子将就着过日子，

进入晚年后， 夫妻感情并没有改善， 一
方或双方要求摆脱不理想婚姻的愿望愈
加强烈， 一旦有了导火索， 便会导致矛
盾加剧， 造成婚姻危机。

有的忽视了老年婚姻生活的艺术
性。 觉得人老了， 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把增加夫妻感情看作无关紧要， 于是摩
擦增多， 危机凸现。

有的缺乏沟通与信任。 一方与异性
交往引起另一方怀疑， 以致矛盾加深，

最终闹上法庭。 值得注意的是， 因此类
情况造成老年人离婚的占相当比例。 由
此可见， 在爱情、 婚姻的“排他性”

上， 老年人与年轻人有着同样的心态。

此外， 衣食无忧的老年夫妻追求高
质量的婚姻生活， 一旦因性格、 爱好、

经济开支、 对晚辈教育等方面不能协调
一致， 又不善于求同存异， 便容易产生
矛盾， 出现感情危机。

而在老年人出现感情危机时， 一些
子女对老人的精神生活、 情感需求关心
不够， 没有及时进行疏导， 使得矛盾得
不到化解。

为此， 赵颖认为， 老年夫妻同样需
要加强沟通和交流。 关注老年人的婚姻
生活是全社会的责任， 也是每个家庭成
员义不容辞的义务。

“经营婚姻”是一项技能，赵颖认
为，“经营婚姻”应从教育开始。对于个
人，要有学习这项技能的紧迫感；对于
社会， 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的力量，加强宣传教育。

据报道， 为推进新型家庭文化建
设，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全国
32

个城市启动“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
点”，开办“婚姻家庭文化大讲堂”，传
播新知识和新技能。

“婚前瞪大两只眼，婚后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大讲堂”主讲陈一筠教授
这样传授家庭和谐的“秘诀”。

婚前看什么？ 陈一筠说， 首先是

“新门当户对”。 它不是指门第、金钱，

而是文化层次， 包括相似的家庭文化
背景和相当的受教育程度。 这是婚后
交流的基础。

其次，价值观的认同。 同事之间可
以价值观不认同， 但夫妻之间就一定要
认同。

再次，夫妻角色观念的认同。男主
外女主内或男主内女主外， 只要双方
全都认可这样的角色分配， 婚姻幸福
指数就会高。

最后，还有性格的互补。

陈一筠进一步指出， 婚后双方都
要懂得，戴上结婚戒指，就是给“探索
不止” 画上了句号。 要明白，“相见恨

晚”之后还会有“相见更晚”，浪漫激情不
等于幸福家庭。 婚姻，就是相互扶持、相
互拯救、同舟共济，需要理解和宽容，夫
妻从爱情到亲情的关系最为牢固。

“怎样经营感情、 怎样维护感情、怎
样爱情存款， 这在现代婚姻家庭关系中
已经成为一门学问。”陈一筠表示，“幸福
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 而是善于
解决问题的婚姻。 ”

那么怎样解决问题？专家给出七个关
键词，包括童心、浪漫、沟通和欣赏等等。

“‘将婚姻进行到底’ 还需要情感诊
所。”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
长樊爱国说，没有不生病的婚姻，情感诊
所可以治疗这些“病”，但可惜目前缺少

这类情感医院。

樊爱国表示， 建立婚姻家庭咨询和
社会救疗机制势在必行。

这方面， 国外许多国家已在积极行
动。

美国近日推出“健康婚姻”计划，鼓
励人们离婚前参加婚姻咨询和培训，再
决定是否分手。

韩国实施“离婚熟虑制”，法院接到
离婚申请后，不立即受理，而是给出一定
时间要求夫妻重新考虑， 有子女的家庭
是

3

个月，无子女家庭是
1

个月。

目前， 国内的上海、 兰州市率先试点
“离婚劝和”机制，北京也出现“婚姻家庭咨
询师”，开始婚姻家庭社会救疗的探索实践。

婚姻的头号杀手
一方出轨

80

后的围城
闪婚闪离

老年离婚增多
为自己活

康菲油污案发生至今
7

个月，索
赔问题一直只打雷不下雨。

1

月
25

日，

记者从农业部的公告中读出一点可
喜的信息：康菲要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
作损害赔偿了（《法周刊》

2011

年
7

月
25

日曾做相关报道）。

终于看到了康菲的“雨点”。 但
是， 疑问也接着产生： 赔偿金额够
吗？ 赔偿细节公开吗？

河北、 辽宁省是这次受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故影响最核心的
区域。 河北乐亭的海水养殖户积极
寻求律师和地方政府的帮助， 走司
法救助途径。

2011

年
12

月
30

日，天津
海事法院受理了河北乐亭

29

位渔民
对康菲近

3

亿元的索赔诉讼。

29

名养殖户的索赔立案之后，

天津海事法院又对李学志等
107

名
养殖户诉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损
害赔偿案的原告身份进行核对。 李
学志等

107

人要求康菲消除危险并
赔偿经济损失近

5

亿元。

在渤海沿岸， 像李学志这样的
受损渔民还有很多，分布在河北、山
东、辽宁等省。 农业部的公告称，此
次康菲、 中海油不仅将赔偿渔民的
直接损失， 而且会拿出资金进行环
境修复。 那么，出资

10

亿元赔给谁？

是对河北、 辽宁省所有受损渔民都
进行赔偿， 还是只对部分寻求政府
帮助的渔民进行赔偿？ 这笔资金地
方政府通过何种方式发放给渔民？

以及多大额度发放给渔民？

油污发生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
法教授王灿发谈赔偿问题时曾对记
者说，原油污染对生态的损失很大很
难评估，但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7

个
月等来

10

亿元，这肯定不是一个天文
数字。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马军认为，

10

亿元不一定够赔。

中国渔民索赔的过程既漫长又
焦头烂额，但是，在他们之前已经有
一个标准立起来，那就是

2010

年
4

月
的墨西哥油污案。 当时英国石油公
司的钻井平台一爆炸， 公司立即花
费
95

亿美元封堵漏油油井。 之后给
民众的补偿马不停蹄， 补偿加修复
生态环境拿出

200

亿美元。

相比之下，康菲在渤海漏油事故
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先是隐瞒漏油
信息，在舆论压力下不得已才开始在
其官方网站公布事态进展，但除了一
再表示派员派船进行修修补补外，对
清理油污的力度却从未具体说明。

一样是漏油污染， 一样是国际
石油巨头惹祸， 事故发生后的应对
却如此不同。 问题出在哪里？

据了解，针对墨西哥漏油事故，

美国司法部门拿出《清洁水法》、《石
油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等数
部法律进行维权， 完备的法律体系
为处理油污提供了强大支撑。

与国外不同的是，目前，我国针
对海上溢油污染事故所采取的处理
方式标准不一，《海洋环境保护法》

是国内唯一能依据的法律法规。 而
除去对海洋水质的破坏以外， 漏油
事件本身还会对周边物种生态、渔
业水产养殖乃至于沿海居民健康造
成持续性的影响。显然，针对上述影
响的处罚已不能通过一部《海洋环
境保护法》得以体现。

有法律人士指出， 尽管我国法
律在一定领域内存在空白， 但这并
不是国际性公司逃避责任的借口。

10

亿赔偿款会不会给康菲油污案画
上句号？ 难说。 （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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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51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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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奥智欧普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毛庆丰诉你单位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

海民初字第
167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

51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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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巫晓龙、曾文雄：本院受理毕文财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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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 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林兆平：本院受理吴非诉你、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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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民初字第
1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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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高明学：本院受理李晓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海民初字第
1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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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胡菁华
:

我院受理原告叶瑞慈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
已依法做出裁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海民初字
12689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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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不上诉，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瑞慈就（

2011

）海民初字第
12689

号裁定书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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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孔凡喜：本院受理张淑相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经依
法缺席判决如下： 准予原告张淑相与被告孔凡喜解除婚姻关
系。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采育人民法庭领取
（

2011

）大民初字第
683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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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受理了申请人新乡市豫华机
电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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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民催字第
1358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新乡市豫华机电销售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姜勇、王希林：本院受理北京奥林匹克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11

）年东民初字第
1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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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世纪永泰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宝辉诉你抵押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丰民初
字第

0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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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谢萌：本院受理吕淑英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丰民初字第
0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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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周兴康：本院受理吕永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吴度民初字第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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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韦春给：本院受理邹建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锡滨马民初字第
02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马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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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张加元、杨亚美：本院受理上海苏中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1

）安开民初字第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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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海安县人民法院

赵远厂： 本院受理裴维会诉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云民初字第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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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凤城市华侨工贸经营处、 丹东国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
SH2007NPL

投资有限公司（

SH2007NPL

INVESTMENT COMPANY LTD.

） 诉你们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09

）大民四初字第
27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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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国友：本院受理原告徐秀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锦江民初字第
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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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许萍、许伟：本院受理原告傅清明诉你们，第三人安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锦江民初字第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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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宋二虎、聂阿兰、何祖强：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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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 锦江民初字第
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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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四川君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贤钧诉你公司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

2011

）锦江民初字第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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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王华容、钟志伟：本院受理原告黄志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新都民初
字第

29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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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陈历国、成都明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鞠波、罗远茂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1

）新都民初字第
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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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蒋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李德英诉被告你、陈伦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高新民
初字第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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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宋玉琴：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平诉被告宋玉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白民一初字第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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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克
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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