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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疑 断 案

◇

杨晓晋周小伟

司 法 实 践

人身损害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中“一审”含义

魏建国谢蕊娜

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赔偿不能问题探析

法 治 新 论

◇

贾科
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除非未成年

人有财产，否则法院通常判决由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其监
护人没有赔偿能力，那么在侵权行为人成
年以后且有固定收入、具有赔偿能力的情
况下，其能否作为被告或者在执行程序中
被申请追加、变更为被执行人———该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 起诉或追加已成
年行为人缺乏法律依据， 故应驳回起诉
或申请人的追加、变更申请。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可以将已
成年行为人作为被告， 或在执行程序中
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是：第一，根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有财
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人财产中
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
承担， 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的规
定，监护人承担责任不是基于自身过错，

而是基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立法考
虑。因此，同样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角
度出发， 在侵权人成年后有赔偿能力的
情况下， 可以将其作为被告或追加为被
执行人。第二，成年行为人作为侵权人向
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责任
自负”的原理。 第三，如果不能再次起诉
已成年侵权人或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将
导致被害人权利得不到充分救济。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答案
笔者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 即起诉

或追加已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
律依据，应驳回起诉或申请人的追加、变
更申请。 理由如下：

1.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侵权
责任法第三十二条都规定被监护人致人
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该责任为监护人
自己责任，而非对被监护人责任之转承或
替代。 正因为如此，除非审判阶段未成年
人有足额财产的，否则均应由监护人承担
赔偿责任，且监护人承担责任后不能向未
成年人追偿，该责任亦不因未成年人成年
后具备责任能力而转移至本人。

2.

我国民法无单独的民事责任能
力制度， 民事责任能力被寓于民事行为
能力制度之中， 即民事行为能力既包括

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 也包括对违法行
为承担责任的能力。 无行为能力人即无
责任能力人， 纵然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辨
识能力，但在法律上依旧无责任能力，不
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

“责任自负”原理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
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行为人当初既无行为
能力，即无责任能力；既无责任能力，即无
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才是法定责任人，其应自担责任。追
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不是体现而是
违背了监护人“责任自负”原则。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侵权
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 在诉
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
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
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 应当由
本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清楚表明：

一是行为人致人损害时不满十八周岁，

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是即使不满
十八周岁要承担侵权责任， 也必须其诉
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力； 三是
若诉讼时行为人尚不满十八周岁， 即便
其十八岁后有经济能力， 也不符合承担
责任的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诉讼时
已满十八周岁”的“诉讼”，指的是一次诉
讼，而非再次诉讼。 虽然，民法通则和侵
权责任法的上述条款都规定被监护人有
财产时，首先以被监护人财产承担责任，

但这一规定显然只适用于受害人对监护
人起诉，法院做出判决之时，其本质上为
衡平监护人利益的法律政策上的特殊安
排，是判决时对监护人责任的减免，不能
扩大适用于侵权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民事
程序中。

４.

如果侵权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可
以作为被告， 对其在成年之前已经司法
程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 或者
直接追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 对大
量已经终结的案件再次审理或启动执行
程序，则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则，从
而冲击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

５.

被害人的权利可能因为监护人没
有赔偿能力而未能实现或不能全部实
现，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缺乏赔偿能
力致使原告不能受偿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要突破判决书确定的责任主体追加被
执行人， 则必须要有法律或司法解释的

明确规定， 否则可能影响到被追加者的
合法权利， 而且可能构成对被害人的双
重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

8

种可以在执行阶段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
情形，不包括追加成年行为人这种情况，

因而直接追加缺乏法律依据。

比较法背景下的探析
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

问题，各国大致有
４

种立法例：

1.

由被害
人承担所生之损害；

2.

未成年人负全部
责任；

3.

原则上由未成年人承担责任，但
是依据其知能发展程度， 如果能够认定
其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则可以免责；

4.

根据未成年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
况，由未成年人承担衡平责任。英美法多
采用第三种立法例，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
陆法则多采用第四种立法例， 我国台湾
地区亦采此立法例。

台湾地区民法第一八七条规定：“未
成年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 以行为
时有识别能力为限， 与其法定代理人连
带负损害赔偿责任。 行为时无识别能力
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前
项情形， 法定代理人如能其监督并未疏
懈，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而仍不免发生
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如不能依前两项
规定受损害赔偿时， 法院因被害人之声
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

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可
见：

1.

未成年人侵权，虽行为系未成年人
所为，但是如果其行为时没有识别能力，

应由法定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

2.

如果
未成年人为侵权行为时有识别能力，由
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3.

对于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
对被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求偿
关系， 德国民法规定应由未成年人单独
承担责任，台湾亦有学者主张，二者的内
部责任应平均分担；

4.

法定代理人承担责
任的基础在于其监督上的过失， 而这种
过失系推定过失责任， 如果法定代理人
能够举证证明其没有过失， 则可以推翻
这种推定，即无需承担责任；

5.

在未成年
人没有识别能力的情况下， 本应由法定
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 但如果法定代理
人证明其已尽到监护责任因而免责的，

法院可依据被害人的申请， 根据未成年
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况， 责令未成
年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这便

是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中的“衡平责任”。

在我国台湾的立法体例中， 未成年
人侵权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 有两个情
况至关重要，一是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

二是法定代理人的举证免责。 这种立法
例的核心在于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
任能力进行了区分， 不具备民事行为能
力的未成年人也有可能具有侵权行为的
责任能力。根据加害行为的种类、责任能
力欠缺的程度等因素， 未成年人本人亦
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全部的侵权责任。

而目前大陆民法尚未对民事行为能力与
民事责任能力加以区分， 而是明确规定
了未成年人侵权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
本原则，仅仅是在“未成年人有财产的”

以及“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
力” 的情况下作出由未成年行为人承担
赔偿责任的例外规定， 从而在未成年人
侵权制度中对符合现代民法趋势的衡平
责任有所体现， 但是并未动摇由监护人
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根基。 在现行法律
规定之下，只要侵权人是未成年人，其行
为时的年龄、侵权行为的种类、智能程度
等情况都在所不问， 至多需要考察一下
“未成年人是否有财产”及“诉讼时是否
已满十八周岁”，即可依法作出裁判。

建议
目前， 各国法律规定相对于司法实

践而言，过于简单，难以满足未成年人侵
权案件的复杂情况， 而且对于侵权行为
人、 被害人以及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
三方主体而言都难谓最大限度地实现了
公平：对行为人而言，在其作出认知能力
足以判断的侵权行为时， 却由于属于未
成年人即可免责， 有违侵权责任自负的
原则；对于被害人而言，在其合法权利遭
受侵害的情况下， 其无法要求行为人在
具备赔偿能力之后给予赔偿， 故往往由
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便得
不到赔偿； 对于监护人而言， 即便其能
够证明已尽到监护责任却仍不能免责，

这势必导致监护人的责任过于道德化。

为周全考虑各方当事人之利益保
护， 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及身心发
展， 在未成年人侵权制度中， 引入不同
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对不同程度侵权行为
在识别能力上的差异、 未成年人的衡平
责任以及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时相应减
免赔偿责任等机制， 实有必要。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计算人
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指“一
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司法实践中， 对于那些被二审法院发
回重审， 或者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按照
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 由于重审或再审均是按照第一
审程序进行， 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

重审（再审） 的时候究竟是适用原审
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
据， 还是适用重审（再审） 法庭辩论
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由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 司
法实践中就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对于重审（再
审） 案件“上一年度”， 应该理解为
重审（再审） 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
一统计年度。 其理由， 一是重审（再
审） 程序就是一审程序， 应当适用一
审程序的规定。 二是人身损害赔偿诉
讼目的， 在于对赔偿权利人利益进
行补偿， 确定计算标准的时间应以
最近实际填补时间为宜。 如果案件
被发回重审（再审） 后， 仍以第一
次审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
年度” 统计数据为赔偿标准， 那么意
味着赔偿义务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对
而言是固定的， 发回重审（再审） 之
后， 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时间大幅度地
延后， 相当于赔偿义务人因为发回重
审而获得额外的利益， 违反了公平正
义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 如果一概以重
审（再审） 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
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 会诱使受
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 反复申请鉴
定， 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 使
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 再审的怪
圈， 令赔偿责任人不堪其扰， 这既不
公平， 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
此， 对于重审（再审） 案件， 计算人
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仍应该是
原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
度。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毕竟从实
践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受害人都希望
尽快获得赔偿， 仅仅为了等待新的统
计数据而恶意拖延诉讼的情况应该是
极少数。 但我们依法理同样可以得
知， “一审辩论终结时” 应当以首次
立案时的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依
据， 发回重审的案件， 也依然依据原
一审法院的辩论终结为起算时间， 而
不应依据发回重审后的法庭辩论为标
准； 如果一审法院存在多次辩论， 那
就应当依据第一次的法庭辩论时， 作
为判决依据， 因为第一次的法庭辩论
离案发时间最近， 也最为固定， 赔偿
数额最符合客观实际。 理由如下：

第一， 重审（再审） 程序是以原审为
基础的， 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程序。

重审（再审） 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
误， 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

发回重审（再审） 包括两种情形， 一
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或者原判决
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裁定撤销
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
审）， 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二是原
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可能影响案件正
确判决的，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 可见， 发
回重审（再审） 是二审法院针对原审
法院的审理或判决中的错误进行处
理。 重审（再审） 程序是以原审判决
为基础的， 不能完全脱离原审判决的

审理范围。

第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四
条的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原审程序的
举证期限届满前， 固定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一旦提出其诉讼请求， 根据证
实信用的原则或者禁止反言的原则，

应当对当事人自己和人民法院都具有
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不但应当体现在
原审程序中， 也应当体现在基于原审
程序而进行的重审（再审） 程序中。

第三， 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
失填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的立法宗旨， 也在于给被侵权
人的赔偿是一种补偿， 而不具有惩罚
性。 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
平是确定的， 赔偿也是确定的， 也只
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
据， 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 离开这
个确定时间， 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
社会经济发展， 对当事人不公平， 也
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法律也不
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
会风险。 例如在有多个被告的案件
中， 如果部分被告在原一审中已与受
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 没有达成赔偿
协议的被告又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

二审发回重审， 法院重审后， 以重审
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时
间， 计算出来的赔偿额比原确定的赔
偿额高的话， 受害人就可能以原赔偿
协议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为由， 请
求撤销原部分被告已达成的赔偿协
议， 而主张新的赔偿标准， 使原已达
成赔偿协议的被告重新进入诉讼。 如
果说将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作为计算
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标
准时间， 是最接近对受害人未来利益
损失的实际填补的时间点， 对受害人
有利的话， 那么， 按跨统计年度的新
标准计算出来的丧葬费和误工费等费
用中新增加的部分， 对于受害人来
说， 就明显构成不当得利。 试想一
下， 以丧葬费为例， 死者是在案发不
久就埋葬的， 那是不是需要在重审
（再审） 时再重新挖出来， 再埋葬，

这样才符合“实质公平”。

第四，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 等
价有偿、 诚实信用的原则。” 如果离
开了初次立案时间， 使得计算依据不
确定， 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 就有
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 民法
的公平原则被破坏。 在现在信访压力
严重的情况下， 势必一些人会因此而
不断上访， 不断要求重新赔偿。 同
时， 人身损害的后果确定下来后， 诉
讼程序的变化不会导致当事人损失的
变化。 如果以其他时间为准的话， 我
们假设一下， 一个案件， 在四年内被
以不同理由四次发回重审， 这时， 就
出现了一个问题， 到底以最后一次为
准还是以第一次为准呢， 是不是同样
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综上， 应对“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时的一审含义” 进行明确， 最好的办
法是能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
规范， 无论采取哪种观点， 只要能做
到整齐划一、 一视同仁， 那么对所有
的当事人就都是公平的。 笔者建议将
这个时间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可以规定为： 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
的基准时间是“本案初次立案时的一
审法庭辩论终结时”。

（作者单位：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
法院）

[

案情
]

在
A

公司诉
B

公司、

C

网络公司商标
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以下简称“本案”）

中，

A

公司诉称被告未经许可在
C

网络公
司推广关键词“聚优柜”中

,

擅自使用其
注册商标“聚优”二字，侵犯其商标权，并
构成不正当竞争。二被告辩称，该关键词
是商品通用名称，属于合理正当使用。

[

分歧
]

本案审理中，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

B

公司使用“聚优柜”的行为构
成侵犯商标专用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

B

公司使用“聚优柜”是通用名称，属于正
当合理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权侵权。

[

评析
]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为：

１.

商品名称权与商标权冲突分析
商品名称与商标均为商业标识， 在商标
法领域，二者的冲突是指经申请注册、合
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与已成为某件或某

类商品或服务的名称在使用上效力哪个
更优先的法律状态。在我国商标法中，商
品名称权由两类条款予以保护： 一是基
于优先权的在先权利条款。 商标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
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
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
的商标。 ”尽管在前述规定中，商品名称
权未明确为在先权利的一种， 但是笔者
认为商品名称是一种商业标志， 在一定
范围内， 其具有与某种商品对应的商业
价值。因此，如商品名称在商标申请注册
前已存在， 法律应允许该商品名称在原
有范围内继续使用。 二是基于公共利益
的通用名称条款。 商标权是垄断的专用
使用权， 而通用名称是基于公共利益的
商品名称。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
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
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
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
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
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 本案
中， 涉嫌侵权的情形虽不是注册商标含

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 而是注册商标含
在商品名称中。但笔者认为，应根据民法
类推适用的原则予以处理， 即商标专用
权人无权禁止通用名称的使用。

２.

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在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通用名称是
指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
俗成的名称，其中名称包括全称、简称、

缩写、俗称。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通用名称包括两种情形： 依据法律规定
或国标、 行标确定的通用名称以及约定
俗成的通用名称。 在约定俗成的通用名
称的认定上需要考量两个因素： 一是相
关公众约定俗成； 一是相关公众约定俗
成的时间节点。

对于相关公众约定俗称， 我国商标
法规定，“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
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
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
他经营者”。 根据该规定，通用名称的认
定应从与商品或服务相关消费者和营销
经营者两方面考察。在本案中，被告提供
了大量证据证明市场上存在众多的“聚

优柜”产品的生产厂家、销售商家以及公
开招投标单位。同时，为全面考察该商品
名称在行业中使用的真实情况， 被告还
从技术检验机构、 行业政府机构的审定
以及商品的技术性文章等多个角度来论
证“聚优柜” 已普遍被作为通用名称使
用。

对于相关公众约定俗成的时间节
点，相关法律规定为“核准注册时”。 然
而，“核准注册时”中的“时”，应理解为一
段时间，即核准注册的“前后”，而不能狭
义理解为核准注册“之前”，因为在市场
中商品生产、销售、招投标、使用是连续
的过程。在本案中，涉案商标核准注册的
时间是

2010

年
7

月
28

日。在该时间前后全
国的市场上已存在全国众多公开招投标
文件、销售中间商以及生产企业使用“聚
优柜”名称。

综上， 本案涉案的商品名称已满足
我国商标法中对通用名称的认定标准，

该商品名称得以对抗原告商标权。

（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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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艳：本院受理况平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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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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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悦崃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

重庆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江华、陈恒钦：本院受理原告余国珍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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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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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福建
]

罗源县人民法院
孟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大亚湾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四楼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

广东
]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彭建英、王生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州大亚湾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
四楼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广东
]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周华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

平支公司诉被李文辉、甄素卿、周婷婷、周华广、陈素霞保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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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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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

广东
]

开平市人民法院

唐汉宁： 本院受理原告华寿威诉你及广西昭平县富裕路能
源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黄勇军等股东出资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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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广西
]

昭平县人民法院
何汝强、梁春燕：本院受理原告肖旺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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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广西
]

昭平县人民法院
赵国强：本院受理原告白建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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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家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
]

藁城市人民法院
庄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姚萌萌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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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家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
]

藁城市人民法院
李金富：本院受理原告尤建升、乔红、尤建平、赵川镇正南

营村委会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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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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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赵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
]

宣化县人民法院
杜花花：本院受理原告吴海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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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

河南
]

义马市人民法院
山东恒安医药有限公司、曾庆军：本院受理南京同济堂医

药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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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江宁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徐州盛嘉混凝土有限公司、谭忠法、倪金芳、顾云飞、谭立

英：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们、徐州怡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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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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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28

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同福：本院受理原告杨志军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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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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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辽宁
]

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
营口恒益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爱荣诉你公司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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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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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

辽宁
]

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
韩凤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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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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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辽宁
]

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
营口市正裕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牟世明诉你公司

和营口市万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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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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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辽宁
]

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
海学军：本院受理张相儒、霍玉祥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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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辽宁
]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云南润凯淀粉有限公司、李永进：本院受理赵庆富、蒋兴

乖、钱党发等
536

人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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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云南
]

宣威市人民法院
钱雪昌：本院受理原告周志红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

赔偿原告各项财产损失共计
115019.8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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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将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道交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嘉善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绩溪天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林凯鸣：本院受理安
徽省绩溪泰利担保有限公司诉安徽省永大钢业有限公司、王少
莲及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2

）宣中民二初字第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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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游子乡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武汉游子乡娱乐有限

公司、武汉游子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游子乡珠宝服装饰
品有限公司、游子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西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北海游子乡房地产有限公司、武汉游子
乡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武汉游子乡娱乐有限公司、武汉游
子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游子乡珠宝服装饰品有限公司、

第三人游子乡集团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北民一初字第
14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肖萍：本院受理原告王新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浉民初字第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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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河南
]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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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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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总第
5360

期）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