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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的录音、录像与微博
胡岩

是保守派的安东宁
卡利亚（Antonin
·斯
法官， 还是自由派的史蒂
G.Scalia ） 大
芬
雷耶（Stephen G.Breyer） 大法官
·布
都不赞同电视直播法庭口头辩论和宣读
伯茨
陈述书。 而首席大法官小约翰
·罗
担心电视
（ John Glover Roberts,Jr ） 则
直播会鼓励当事人律师哗众取宠， 进而
影响庭审， 最终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法律
权利。 但是晚近加入最高法院的塞缪
尔
利托（Samuel Alito）、 索尼娅
·阿
·索
托马约尔（ Sonia Sotomayor） 和艾琳
根（ Elena Kagan） 3 位大法官则
娜
·卡
赞同摄像机进入法庭。
录音、 录像进入法庭一直是各国司
法界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通过录音、 录
像设施进入法庭， 能够彰显“ 司法公
开” ，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
另一方面由于有录音、 录像设施的存
在， 会导致参与庭审的人员行为“剧场
化”， 更多的是表演。 “ 表演欲” 会让
参与庭审的人员， 特别是律师更多地考
虑“ 如何说的漂亮”、 “ 如何显现自己
的水平”， 而不是集中探讨案件中实质
的法律问题， 进而能够将整个庭审活动
集中在法律本身上， 这样过度的表演会
最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如何
在司法公开、 社会的知情权与维护当事
人正当庭审的权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就成为各国法院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以
英国为例， 早在1981 年所制定的《 藐视
法庭法（the Contempt of Court Act ）》
就明确禁止在庭审时进行录像、录音，而
在美国各州则作出不同的规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也为法院司
法公开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最为典型的
就是微博（MicroBlog）。 微博是新近产生
的信息技术， 是通过用户之间的关注来
分享信息的网络社交平台。 虽然微博存
在字数的限制（限制在140 字以内），但
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选择
性，满足了用户自主决定的需要。但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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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权力下放” 之后， 英格兰及威尔
年， 政府曾就威尔士国民议会是否应该
享有直接制定法律的权力进行过公民投
票， 在投票过程中， 人们曾就威尔士是
否应该效仿北爱尔兰及苏格兰建立一个
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问题进行了大
量的讨论。 威尔士的首席大臣卡因
·琼
斯说威尔士的法律体系的发展对威尔士
而言意义重大。 威尔士的国务大臣谢丽
尔
莉安则认为目前的司法体系运行
·吉
良好， 不能为了改变而改变目前的司法
尔士计划建立相对独立的 现状， 虽然她认为政府此举有些意外，
●威
但是她已经在首席大臣的要求下， 就此
法律体系及法院系统
问题的细节与司法大臣、 英国政府的法
据3 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 律官员和司法机构的资深成员进行讨论
报道， 日前威尔士议会政府宣布， 将实 和磋商。
的公开咨询， 了解公众
施一次为期
专辑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
（本
12周
对于在威尔士建立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 法院葛峰编译）
及法院系统的意见。
威尔士议会政府表示， 在目前的
英国、 北爱尔兰及苏格兰都有相对独
立的司法管辖权。 自从1999 年英国
但是“有权享受烟草” 组织的负
个人对其生活方式的选择， 以及侵害
烟草销售商及成年消费者的利益。
在不久之前， 英国实施了一项有
关禁止对香烟进行促销展示的法律，
该法律规定， 所有的大型超市及商店
应当在货架上掩盖香烟商品， 并将烟
草制品隐藏在公众不易发现的地方。
兰斯利表示， 该法律的目的在于使人
们“不再将香烟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正在考虑推行新的禁烟措施 责人则表示， 卫生部的计划将会侵害 士之间的法律事务分歧日益增长。 在去

政府对在海外遭受恐怖主义 根据4 月13 日英国《 卫报》 报
斯利在接
道， 英国卫生大臣安德鲁
·兰
袭击的受害者进行补偿

●

据英国司法部网站4 月17 日报
道， 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旨在救助在
海外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的补偿
计划， 在此之前， 这类受害者无法向政
府申请赔偿金。 该计划并不仅仅将受资
助的主体限于英国公民， 其资助主体还
的欧盟成员国、
包括了在英国居住满
3年
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及瑞士的国民。
根据该计划， 曾于2002 年至
期间， 经历过印尼巴厘岛爆炸
2008 年
案、 印度孟买枪击案等多起恐怖主义袭
击案的受害者们， 可向英国政府申领补
偿金。 此外， 经外交大臣许可， 其他海
外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也可申领补偿金。
英国司法部次长克里斯宾
伦特表示，
·布
政府此举是为了对受害者们予以资助，
帮助受害者重建家庭。

着发布者影响力的差别， 会导致传播速
度非常快， 其传播的速度已经超过传统
媒体和其他网络媒体， 而正是这种迅速
的传播，对于法庭庭审提出新的挑战。
在国外，微博刚刚出现的时候，对于
微博直播庭审就产生了争议。
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Chief
格尔
·
Justice of England and Wales ） 伊
贾吉爵士（Igor Judge） 就曾经指出： “ 如
果我们允许在法庭上运用电子邮件来发
布新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微博？ ”
在2010 年12 月20 日，他就签署了暂行
意见，宣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记
者在获得法庭许可后， 可以运用微博向
公众介绍正在庭审的案情。
但是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 事实
上， 早在该意见发布前几天， 即2010 年
著名的“ 维基解密” 的
，在
12 月16 日
创始人阿桑奇的引渡审判中， 记者向
受理该案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
提出： 希望能够通过微博来进行实况
报道， 而主持该案的法官霍华德
德
·里
尔（ Howard Riddle ） 批准了这一要求，
但是要求记者能够安静进行， 避免庭
审受到干扰。而在两天后，在该案的上诉
案， 高等法院的邓肯
赛利法官
· 奥
拒绝了记者的请
（Duncan Ouseley ） 则
求， 否决了记者在庭上使用微博发布信
息的要求。
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的
暂行意见发表后的第二天， 英国利兹刑
事法庭在审理一宗谋杀案时， 就批准了
法庭中的记者通过微博来实况报道庭审
情况。
随后， 在2011 年2 月， 作为英国成
立不久的最高司法机关： 英国最高法院
也发布在法庭中微博使用的指导性意
见，规定公众在不影响法庭正常庭审下，
获得法庭许可后可以发布微博。
经历一年的
，在
2011 年
12 月
14 日
意见征询后，伊格尔
吉爵士发布了微
·贾

受《泰晤士报》 采访时表示， 卫生部
正在与相关部门及团体进行磋商， 希
望推行一项新的禁烟措施， 即在不久
的将来， 所有在英国出售的香烟将统
一使用无装潢的简易烟盒， 以此减少
香烟包装的视觉吸引力。
兰斯利表示自己将会在该计划施
行前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 但是不会
就该计划与香烟制造商进行磋商， 因
为， “卫生部正在努力使香烟厂商在
英国没有生意可做”。
民间禁烟慈善基金的负责人表示
欢迎卫生部的磋商活动， 他指出， 香
烟不同于糖果和玩具， 不该以具有诱
惑力的包装示人， 艳丽的包装甚至会
使儿童对香烟产生兴趣， 简易的标准
化包装将会使人们明白香烟满身毒素
并会引起致命的疾病。

对总统选举准备活动的监督
宪法委员会在总统选举的准备活
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为它不仅是
政府组织总统选举工作的顾问， 而且
是确定总统候选人名单和裁决相关争
议的机构。 宪法委员会直接参与选举
的一系列预备活动：审查候选人资格、
核实和确认推荐人的数字、 公布竞选
人的正式名单、 宣告对申诉意见的最
终处理结果以及公布卸任的共和国总
统的财产状况。
宪法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核实总
统候选人是否获得法律规定的至少
民选代表的签名推荐。 这些作为
500 名
推荐人（Parrainage） 的民选代表包括
两院议员、省长、市长、地方议会议员、
欧洲议会的议员以及村长和镇长等，
全国符合条件的推荐人的职位共约
个， 由于存在兼职的情况， 实际
4.7 万
的人数约4.2 万名， 每个推荐人只能推
荐一个候选人。 一个候选人所获得的
签名必须来自至少30 个不同的
500 个
省或海外领地， 而且同一个省或者海
外领地的签名数不能超过总数的1/
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证候选
10 。 这
人有足够的民意基础， 避免过多的候
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宪法委员会负责
对推荐人的签名进行审核。 在2007年
的总统选举中，一共有16900个推荐人
的签名（2002年这一数字是17815），其
中大约1%的签名被认为无效。
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 宪法委
员会确认12名候选人获得参加第一轮
总统选举投票的资格。 根据2001年3月
法令的第8条的规定， 有权对总统
8日
候选人名单提出异议的主体仅限于那
些获得推荐签名的其他候选人。 换言之，
普通的选民和没有获得签名推荐的人无
权提出审查请求。 在
的总统选举
2002年
中，有
申诉提交到了宪法委员会，结果
4个
经审查后驳
其中一个不予受理、另外
3个
回。 在2007年，也有4个关于总统候选
人名单的申诉，最终都被驳回了。

对选举投票过程的监督
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采用“两轮
多数投票制”，即共和国总统由有效票
的绝对多数选出， 如在第一轮投票中
无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那么在随
后的第二个星期日进行第二轮选举，
由选民在首轮选举中得票率第一和第
二的两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担任总
统。如果得票最多的候选人退出竞选，
便由其他候选人中获得最多选票的两
人进行第二轮选举。
宪法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活动无权置喙， 对这一过程的监督是
由另外的专门设立机构来负责的， 即
家监督委员会” 和“ 最高通讯传播
“国
委员会”。 监督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
有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都
“所
享有同样的国家便利”，主要是保证每
个候选人在广播和电视的宣传中能够
获得平等的时间安排。
宪法委员会对投票过程进行监
督。 在200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
束之后， 宪法委员会曾宣布6 个市镇
选举结果无效， 其原因
（Commune ） 的

：

事实上， 美国社会一直有人呼吁
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允许电视直播庭
审，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旁听席仅仅
只有250 席， 导致公众只能通过庭审
后法院提供的口头辩论的文字稿和录
音了解庭审的过程。 但是众所周知的
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美
国社会生活影响甚巨， 如1954 年
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终结美国社
“布
会的种族隔离， 1973 年“ 罗伊诉韦
德案” 承认妇女的堕胎权， 2000 年
什诉戈尔案” 确定美国总统的人
“布
选。 而近年来多个涉及宪法争议的问
题已经提交最高法院， 包括去年通过
的“医疗改革法案” 也正在最高法院
辩论。 这些争议重新塑造了美国社
会， 然而美国公民对于如何作出这些
决定的过程并不了解， 因此人们一直
在呼吁联邦最高法院能够增加其透明
度。
根据美国的新闻报道， 一直呼吁
摄像机进最高法院的前参议员阿兰
·
斯帕克特(Arlen Specter) 在司法委
员会作证的时候就指出： “ 我认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应该
被电视播放。 虽然法庭的庭审是对
外开放的， 但是， 只有250 人可以
进入审判庭， 而且很多人只能在里
面呆上几分钟。 我认为， 让美国人
民了解政府的运作非常重要。 在美
国这个自由的社会里， 政府必须保
持透明， 而如今了解政府是否透明
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电子媒体、 电视
以及广播。 通过更为透明地展现最高
法院的工作， 来体现最高法院的公开
与公正。”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看
法， 联邦最高法院自己就存在巨大的
分歧。 代表最高法院出席司法委员会
听证会的两位不同政治立场的大法官
都不赞同摄像机进入最高法院， 无论

博在庭审使用的正式意见。 该意见规定：
将旁听庭审的人区分为记者、 法律评论
员与普通公众， 前两者无需获得法庭的
许可， 就可以直接用微博来传播庭审情
况。 而普通公众，由于欠缺必要的法律训
练， 需要取得法庭的许可才可以发布微
博。
而让公众惊讶的是：今年2 月6 日，
一向以保守著称的英国最高法院居然成
为世界上发布微博的最高法院。
但是， 与英国为同一法律体系的美
国，并未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庭审中使用
微博发布信息一直是争议的问题。 比如
在2009 年康涅狄格州法院在审理谋杀
案时允许使用微博； 在堪萨斯州联邦法
官审理一宗谋杀案时允许记者使用微
博， 而在佐治亚州的联邦法官则拒绝批
准记者使用微博。
在这种司法公开与公平审判的争议
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保持沉默。
之所以发生这种争议， 是大家对于
三个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 微博直播庭审的风险无法控
制。 与其他传播方式不同，微博直播是即
时的， 法庭往往无法控制带有“ 偏见” 的
报道和评论， 受害人的亲属也会利用微
博影响庭审，极有可能产生“舆论审判”，
损害审判的公平性。
其次， 微博直播可能对于证人造成
影响。微博直播庭审是与庭审同步的，包括
对证人质询情况和所有证据质证的情况，
如果不能控制证人与网络联系， 则证人
可以通过微博了解庭审情况， 进而可能
正” 自己的证词， 影响公平审判。
“修
第三， 微博直播对于陪审团可能造
成的影响。 英美法系对于犯罪与侵权案
件采陪审团制， 而陪审员往往会关注庭
审的报道， 传统媒体易于控制， 而网络
报道则难以控制。 至于微博， 则由于实
时报道， 会影响陪审员， 导致偏见的发
生， 甚至会有人利用微博来威胁陪审
员， 最终损害公平审判。
因此除非法庭能够确保微博报道的
确、公正”，否则就会导致对于公平审
“准
判的损害，从而失去司法公开的意义。
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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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一个新的法案进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
讨论，这个法案是两名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提交的，他们
“
2011年法庭摄影机法案”的
在去年12月5日提交一项名为
议案，该议案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允许电视对于在最高法院
的庭审予以报道，并通过公共频道向国民直播，除非多数法
官投票裁定这样的报道会损害当事人正当权利。

今年3月19日，法国宪法委员会宣
布10名候选人通过资格审核， 成为法
国总统候选人， 法国总统选举正式拉
开帷幕。在法国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宪
法委员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
查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同
时还承担其他职责。 法国宪法第58条
规定：“宪法委员会确保共和国总统选
举的合法性。 宪法委员会审查申诉意
见并宣布投票结果。”宪法委员会对总
统选举的准备活动、 选举的进程和选
举的结果进行全程监督。

））））））））））））））））））））））））））））））））））））））））））））））））））））））））））））））））））））））））））））））））））））））））））$

）））））））））））））））））））））））））））））#

包括：在投票之前让选民签名；没有设
置秘密写票室让选民秘密投票； 在两
个投票点， 一名候选人的名字没有出
现在公告栏上；没有提供投票记录等。

确认和宣布选举的结果

总统选举由政府负责召集举行。
在这一程序中， 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是
直接监督选举投票的清点工作， 确认
和宣布各个候选人最终所获得的票
数， 并且宣告是否需要进行第二轮选
举以及参加第二轮选举的人选。 第二
轮选举结束之后， 由宪法委员会宣布
结果并最终宣告哪位候选人当选总
统。在宣布这些结果之前，宪法委员会
还应当审查所有候选人提出的申诉。
但是，与议员选举不同，它不能直接受
理来自选民的申诉。可见，宪法委员会
所采取的是一种事先的控制， 即在选
举结果宣布之前的审查。 一旦选举结
果被宣告， 那么就不能对其合法性进
行任何质疑， 新的异议和申诉也不会
被接受。 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是为了
防止总统选举争议问题导致宪政秩序
发生混乱和动荡。
如果存在违法情况， 在宣布选举
结果之前， 宪法委员会有两个途径解
决问题： 或者宣布撤销部分选举活动
的效力，进行补选；或者宣布废除整个
选举活动的效力，重新进行选举。在以
往的监督活动中， 宪法委员会曾运用
过第一套解决方案， 但尚未实施过第
二种办法。
最后， 在选举之后的两个月内，参
加第一轮选举的所有竞选者都应当向宪
法委员会提交竞选账目。 在
2002年
9月
26
日的裁决中，宪法委员会否决了布鲁诺
·
梅格雷先生（Bruno Mégret）提交的竞选
账目， 因为这位竞选者违反了选举法第
第二款关于政治捐赠的限制，接
52-8条
受了政治团体的资金支持， 从而失去了
报销竞选费用的权利， 并且必须返还国
库预支的
欧元的选举经费。
15.3 万
总之， 法国宪法委员会通过自己
的监督活动， 来保证总统选举的公平
公正， 确保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
者单位：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
（作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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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滕 宇：本院受理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诉你、梁颖、苏州
好易家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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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1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莫亥斯（MUKESH LULITH）：本院受理原告顾云霞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居住毛里求斯国，无法向你送达司法文书。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应诉文书。 原告要求你与离婚。 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丁艺群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程贵芝、张福明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 限你于2012 年11 月5 日前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案定于2012 年11 月5 日上午9 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苏]金坛市人民法院
[江
单玲：本院受理原告黄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应诉文书。 原告要求你与离婚。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丁艺群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程贵芝、张福
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限你于2012 年7 月5 日前向本院提交
证据， 本案定于2012 年7 月5 日上午10 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金坛市人民法院
被上诉人沈阳市瑞博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刘素贤： 本院
受理上诉人沈 与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定于期满后的
第3 日上午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六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秀林（陕西省南郑县大河坎镇人）：本院受理原告杨庆林
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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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白水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略阳县人民法院
[陕
任恒、 宁波天瑞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波德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北仑一舟贸易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任恒、 胡英豪、 宁波天瑞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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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上午9 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举证期限截至开庭之日。 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邦平: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益兴业轻钢彩板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邦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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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1 日上午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孙文桥（ 身份证号：210222196211155973）： 本院受理原告
赵敏艳诉你及被告杨树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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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 时40 分（ 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辽
嘉兴斯倍特针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国周针织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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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 并定于
上午9 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2012 年
8月
14 日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刘淑荣： 本院受理周晋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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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初字第08344 号民事判
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南区）民事审判
第八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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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尚建美：本院受理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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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 朝民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北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张小丁、张团威：本院受理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朝
民初字第0355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610 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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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张惠平、梁记梅：本院受理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朝
民初字第0356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610 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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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侯源、赵文武：本院受理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朝民初
字第0356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610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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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薛明全、 刘秋平： 本院受理大众汽车金融（ 中国） 有限公司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朝民初字第0357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内来本院610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
60 日
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03573
610

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闵金燕：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
渝北支公司与王宜祥、 曹建英、 王雪玲、 王玉鸿、 刘林、 谭强、 闵
金燕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作出（2011）渝高
法民申字第1189 号民事裁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王多益：本院受理司绍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 黔盘民初字第324 号民事判
决书。 本院依法判决：司绍林与王多益离婚，准许离婚。 司绍林
与王多益婚后所生孩子司金敏，由司绍林抚养。 案件受理费200
元，由司绍林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忠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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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
15 日
人民法院。
州]盘县人民法院
[贵
王磊： 本院受理孟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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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哈民初字第218 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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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疆]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新
王磊： 本院受理赵小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 哈民初字第219 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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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疆]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新

本院于2011 年12 月22 日受理的天津市天津皮件厂破产
清算一案。 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于2012 年4 月18 日作出（2012） 东民破裁字第1-2 号民事裁
定书，宣告天津市天津皮件厂破产。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宣告阳泉市郊区医药药材公司
2009 年
5月
18 日
破产。 2009 年5 月19 日，本院组织的清算组开始清算工作，现
破产清算工作全部完结。本院于2011 年12 月18 日以（2009）郊
破第1 号裁定，宣告破产程序终结。 阳泉市郊区医药药材公司
自宣告终结日起解散，由清算组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西]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山
本院根据嘉兴市翔森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2 年
裁定受理嘉善天凝金叶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4月
27 日
一案，并于2012 年4 月28 日指定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为嘉善
天凝金叶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嘉善天凝金叶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2 年8 月8 日前， 向嘉善天凝金叶房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嘉兴市中山东路1601 号世
纪广场五楼； 邮政编码：314001； 联系人： 马正良； 联系电话：
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
0573-82098316） 申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嘉善天凝金叶房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嘉善天凝金叶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2
年8 月23 日上午8 时40 分在本院3101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
本院于2011 年12 月22 日受理的天津市管乐器厂破产清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算一案。 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作出（2012） 东民破裁字第2-2 号民事裁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2012 年
4月
18 日
书，宣布天津市管乐器厂破产。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浙

送达破产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