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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简析
法 治 新 论

◇ 姚建军

民 商 焦 点

扣押物毁损灭失致民事赔偿的法律适用
王中伟 代贞奎

“房屋归子女继承” 的离婚协议的效力司 法 实 践

◇ 潘怀平

时下，夫妻双方因婚姻感情破裂、在
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签订的离婚协

议上，经常有“房屋归子女继承”的内容。
但事后， 因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的现
象较为普遍，影响其离婚后的正常生活。
此类案件看似简单， 其实法律关系比较
复杂，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

笔者认为， 前述协议中的房屋仍属
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并非子
女的个人财产，不产生财产处分效力，理
由：

首先，根据法律，夫妻共同财产不能
直接通过继承方式来处分。 我国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
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
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
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根据法律规
定， 夫妻离婚时共同财产的处理方式是
协议优先， 但此协议要产生法律效力必
须具备相应的有效要件， 要意思表示真
实并且合法。 但实践中， 夫妻在离婚时
通常并不存在 “立遗嘱” 的意思表示，
双方立下此类协议，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担心另一方再婚后， 会出现诸多的
合法继承人， 而自己的婚生子女日后将
会少分财产； 二是担心分得房子的一方
会卖掉房子 ， 而孩子长大后没房子居
住。 因而， 双方的意思是想将房屋写在

孩子名下 ， 归孩子所有 。 但是 ， 通过
“立遗嘱” 的方式， 孩子不能作为房子
的所有人。 而民政部门在给当事人办理
离婚手续时， 可能并未向当事提醒这一
点， 所以产生这种在财产处置方面有瑕
疵的离婚协议。

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 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 并且从
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按照继
承法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可以依照本
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指
定遗嘱执行人。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
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

继承。” 公民有权将个人财产通过立遗
嘱的方式来处分。 但是， 离婚协议中的
财产并非个人财产 ， 而属夫妻共同财
产。 只有将共同财产分割后变为个人财
产， 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进行处分。 直
接采用继承的方式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违

背继承法的规定。
其次， 夫妻双方以立遗嘱的方式来

处分共同财产， 导致财产权属处于不确
定状态， 在实践中难以实行。 虽然按照
法律规定，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共同处分
权， 但是双方同时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
分共同财产， 会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夫妻离婚后， 在任何一方没去世之
前， 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以立遗嘱

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 不便于管理财
产； 二是夫妻离婚后， 任何一方可以改
变遗嘱， 这是我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
允许的 ， 遗嘱改变 ， 以最后的遗嘱为
效； 三是若一方死亡， 只能产生死亡方
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财产部分的继

承， 而另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
财产部分不产生继承， 这样造成夫妻双
方立的遗嘱不能同时实现， 这也违背立
遗嘱的共同愿望。 因此， 离婚时， 夫妻
双方以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共同财产不

可行。
第三， 关于 “直接将房子写在孩子

名下” 的问题。 父母离婚时双方自愿将
共同财产协议归子女所有， 这是法律所
允许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
“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法律并未禁止未成年人享有财产
权利。当然，未成年人的财产由其监护人
管理， 而监护人不能随意处分未成年子
女的财产。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即“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
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
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张以上行为
无效。”作为父母双方自愿协商将共同财

产归子女所有，应定为赠与较为合适。共
同财产所有人协商一致， 有权将共同财
产的全部或部分赠与给第三方。 根据法
律规定，未成年的受赠人有权接受赠予，
父母双方自愿将共同财产协议赠与子女

合法有效。
但也有人担心， 未成年人能否作为

房产证上的产权人。 既然未成年人能享
有财产权利，就能够成为产权人。 当然，
房屋要从父母名下转为孩子名下， 必须
办理过户手续， 过户手续应由监护人完
成。 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即“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
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
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而此种情
况不适用除外情形。 不动产的物权变动
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而财产处分协议
并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如果没
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处分协议上的财
产仍然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

产。
综上，“房屋归子女继承” 的离婚协

议并不产生房子归子女所有的法律效

力， 夫妻共同财产并未分割。 父母离婚
时要将财产处分给子女， 应在协议当中
直接写 “某某财产归某某子女所有 ”，
或者直接过户给孩子。

（作者单位：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与一般国内货物销售合同相比， 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具有国际性、 合同的客
体是跨越国境流通的货物、 法律关系复
杂、 风险大、 管辖权与争议解决复杂、
适用法律多样等特点 。 为此 ， 笔者就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以
下简称 《公约》） 的适用范围、 对香港
地区的适用及约定、 “适用中国法” 是
否排除 《公约》 适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公约》 在中国法上适用的基
本原则

在探讨 《公约》 的适用范围之前，
必须首先明确其在中国法上适用的基本

原则：
1.自动适用规则与当事人的自主排

除 在 《公约》 缔约国当事人之间， 无
排除情况下自动适用。

2.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 《公约》 适
用， 包括整体排除 《公约》 适用和排除
部分内容的适用 《公约》 第六条的规
定： “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
或在第十二条的条件下， 减损本公约的
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其中不包括
各国保留条款效力的减损， 这种排除应
当为明示排除。

３. 《公约》 优先于国内法的适用原
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

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

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
除外。” 由此确立了中国法律上国际公
约优先于民法国内法适用的规则， 这当
然适用于 《公约》。

４.其他国际协议的优先适用 《公
约》 第九十条规定： “本公约不优于业
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属于本公约

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

定， 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
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 即如果当事人
所在国家之间有特殊协议， 则该种协议

应当优先于 《公约 》 适用 。 外经贸部
《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第四条表明 ：
“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协定贸易虽属货
物买卖， 但目前不适用公约， 仍适用中
国与匈牙利 1962 年签订的 ‘交货共同
条件’。”

《公约》 的适用范围
《公约》 适用的范围从其名称就一

目了然， 即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涉
及四个概念：

1.国际 《公约》 规定： “本公约
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

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由此说明 ：
“国际性” 是以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在
不同国家进行界定的而非依据国籍确

定。 《公约》 只考虑营业地这一 “国际
性” 的因素， 不涉及当事人的国籍、 合
同缔约地 、 履行地等一系列复杂的因
素， 避免了依照国际私法规则适用实体
法时必须考虑的诸多存在不确定因素的

连接点， 简化了适用条件。
2.货物 《公约》 对此并没有加以

明确界定， 但按照法学解释， “货物”
通常是指有形动产。 《公约》 排除了电
力的适用， 而某些其他无形物， 如天然
气， 同样适用 《公约》。

3.销售 因 《公约》 将自然人参与
的交易和基于拍卖、 法院执行令状的交
易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 其销售应属
“商业销售”。 为了照顾某些民商事分立
的国家， 《公约》 表明合同的民事性或
者商事性不影响公约的适用。

4.合同 《公约》 对是否存在合同
进行了详细说明 。 值得注意的是 《公
约》 第二部分合同的判定对于中国的立
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 1999 年颁布
并实施的、 现行有效的合同法中关于合
同订立内容， 尤其是合同订立中要约与
承诺的过程， 基本来自于 《公约》， 甚
至包括要约的撤销等具体制度都与 《公
约》 保持了一致。

《公约》 是否适用于香港地区
《公约》 在香港的适用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中国内地的当事人和香港的当
事人签署的合同是否适用 《公约》； 香
港的当事人和其他缔约国当事人之间签

署的合同是否适用 《公约》。
对于第一个问题， 学界的观点比较

统一：香港在回归之前并非《公约》缔约
国，回归之后主权属于中国，已经与中国
属于同一国家而非不同的 “缔约国”，因
此无论回归前后， 中国内地当事人和香
港当事人签署的合同不应适用《公约》。

对于第二个问题， 中国在 1997 年
恢复对香港的主权时 ， 香港并非 《公
约》 缔约方， 也没有声明 《公约》 对香
港的适用。 《公约》 第 93 条第 （1） 项
规定： “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领土单位， 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
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

不同的法律制度， 则该国得在签字、 批
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
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

的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 并且可以随时
提出另一声明来修改其所做的声明 。”
第 （4） 项规定： “如果缔约国没有按
照本条第 (1) 款做出声明 ， 则本公约
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位。” 该两项结
合 ， 似乎认为 《公约 》 自然应当适用
于香港 。 但有观点认为 ， 中国在加入
《公约 》 及 《公约 》 对中国开始生效
时 ， 中国尚未恢复对香港的主权 。 因
此这一条款并不能当然认为适用于香

港。 1997 年 6 月 20 日即香港回归中国
之前不久 ， 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
了一份外交照会 ， 该照会宣布其附件
（一） 所载之各项条约， 将会适用于香
港地区 。 该附件 （一 ） 所载中国作为
缔约国之一的适用于香港的 126 项多
边条约 ，并未将 《公约 》列明于该附件
中。结果世界各国的法院对于《公约》是
否适用于香港存在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
为，香港在回归后，虽然中国向联合国秘
书长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附件（一）所载
之各项条约，并未将《公约》列明于该附
件中，但根据《公约》第（4）项的规定：中
国对此并未做出声明，《公约》 应适用于
中国的所有领土单位，因此《公约》当然
也适用于香港地区。

约定“适用中国法”是否排除
《公约》适用

如果合同两个缔约国当事人约定 “适
用中国法律”， 是否表明当事人排除了公
约的适用？ 对此存在不同看法。 该问题的
判断涉及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是否中国

法律的一部分，即所谓国际公约与国内法
“一元论”与“二元论”的讨论。 “一元论”认
为国际条约当然成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

分，选择中国法，意味着选择了《条约》而
非排除条约；“二元论”则持相反观点。

《公约》认为：“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
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则《公约》可
以适用”，似乎有《公约》应当视为缔约国
国内法律一部分的意思， 当然这种观点
也有利于 《公约》 更广泛适用的订约原
则。 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似乎表明
了相反的意思。外经贸部《关于执行联合
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第一条规定：“根据公约第一条（1）
款的规定，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我各公
司与上述国家（匈牙利除外）的公司达成
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做法律选择，则
合同规定事项将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

定 ， 发生纠纷或诉讼亦须依据公约处
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沿海地区涉外、
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纪要》 表明：
“鉴于我国已加入 1980 年 《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承担了执行该《公
约》的义务，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
公司同该公约的其他批准国的公司订立

的合同，如未另行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将
自动直接使用该公约的有关规定， 法院
应当按该公约规定处理他们之间的合同

纠纷。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规定中均有
“未另行选择适用的法律”的用词，而这
里的“另行选择适用的法律”并没有限定
为非中国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更倾
向于认为如果约定 “适用中国法律”，将
起到排除《公约》适用的效果。 笔者同意
司法实践中的观点， 即若国际销售合同
中特别约定适用中国法律， 则应适用中
国内地法律。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

在执行过程中， 人民法院对被扣
押的财产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保

管，期间，扣押物可能因第三人保管不
善导致毁损灭失， 而法律对这种情况
下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赔偿主体及赔偿

对象，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争议。
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探析。

执行法院一般不承担国家

赔偿责任

民事诉讼中的扣押， 是指人民法
院把被执行人的财产移至另外场所加

以扣留，不准被执行人占有、使用和处
分。扣押与质押具有本质上相同性：转
移标的物的占有， 只不过占有人由人
民法院指定；担保债的履行；具有一定
的优先受偿性。因此，民事执行中的扣
押具有法定质押的性质。

执行过程中，因第三人保管不善，
执行法院一般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从法律规定上看， 依新修订的国
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因扣押
行为造成被执行人财产损失的， 承担
国家赔偿责任必须以“违法”行使职权
为要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 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规定，查封、扣押物依法
交由有关单位、个人负责保管的，不属
违法采取保全措施； 根据该司法解释
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被保全人、被
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

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变卖
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 不承担
国家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执行法院明
知保管人不适当履行保管义务而不予

制止或者变更保管人， 造成扣押物毁
损灭失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试行 )》第十一条第一款 （九 ）
项之规定，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从法理上看，“保管人没有向被执
行人返还扣押物的义务， 也无向被执
行人、申请执行人赔偿损失的义务，应
向执行法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错
误在于把执行程序中保管关系看作纯

粹的民事行为。 虽然执行法院委托第
三人保管扣押物需征得第三人的同

意，第三人也有权获得适当报酬，从表
征上看， 似乎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
法律关系，但实质上，执行法院委托第
三人保管扣押物并非基于自身的民事

利益， 而是基于执行工作的需要，因
此， 第三人受执行法院的委托保管扣
押物是合意的司法协助行为而非民事

行为， 执行法院在委托保管法律关系
中，并不享有民事权利，也不承担民事
义务， 扣押物因第三人保管不善毁损
灭失时， 执行法院缺乏请求第三人向
自己赔偿的权利基础。

保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

律适用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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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第三人保管不善
造成扣押物毁损灭失的， 人民法院可
责令保管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执行程序中， 不能解决新的实
体权利义务争议， 责令赔偿必须以当
事人对扣押物的价值没有争议为前

提。 当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保管人
对扣押物的价值发生争议， 执行法院
责令保管人赔偿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

抗辩权，有违程序正义原则。 因此，应
由权利人通过另行侵权之诉解决。

1. 赔偿权利人的确定 扣押物在

变卖、拍卖前，其所有权人仍是被执行

人， 虽然保管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无合
同关系， 但保管费用仍由被执行人承
担。 物权具有追及效力， 即物权成立
后， 其标的物不论辗转流通至何人手
中， 物权人均得追及标的物而直接支
配其物，并实现物权内容的效力。由于
司法行为的介入， 第三人是合法占有
扣押物， 被执行人无权主张第三人返
还，但扣押物毁损灭失时，被执行人仍
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系债

权债务关系，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有
人认为，扣押物毁损灭失的，只有被执
行人才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被执行
人怠于行使赔偿请求权， 对申请执行
人的造成损害的， 申请执行人基于代
位权可以向保管人请求损害赔偿。 笔
者认为， 把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权基础
定位于代位权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能
充分解释申请执行人从拍卖、 变卖扣
押物优先受偿的原因， 也会影响执行
程序的效率和申请执行人权利的保

护。如前如述，被执行人的财物一经执
行法院扣押，基于司法执行行为，申请
执行人对扣押物享有法定质押权，当
扣押物毁损灭失时， 也有权要求保管
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申请执行
人享有两个请求权： 一是可要求保管
人在扣押物价值范围内， 以不超过其
申请执行的债权额为限承担赔偿责

任； 二是可要求被执行人以其他财产
继续履行义务。

由于法定质押权优先于被执行人

的所有权， 申请执行人可优先行使请
求权，优先受领赔偿价款。

２.诉讼程序的适用 扣押物因保

管不善毁损灭失的， 同时产生申请执
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赔偿请求权， 申请
执行人的赔偿请求权具有优先性和选

择性， 申请执行人的不同选择决定诉
讼程序的不同走向。

如果申请执行人主张保管人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的，申请执行人为原告。
依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此类
案件似乎应当由保管人所在地或扣押

物保管地法院管辖。在执行程序中，扣
押物在外地的，一般是就地委托保管，
为便于沟通信息，提高效率，方便当事
人诉讼，保障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可
以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由
执行法院管辖。 由于案件的审理结果
与被执行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执
行法院应当告知被执行人有关扣押物

毁损灭失的情况， 向其释明权利和义
务。当扣押物价值超过执行标的额时，
不论被执行人是否积极主张权利，均
应列被执行人为共同原告。审理后，判
决主文应当明确保管人向申请执行

人、被执行人承担赔偿的份额，并明确
申请执行人的优先受偿权。 如果扣押
物价值小于执行标的额， 虽然被执行
人不能获得现实的受领利益， 但申请
执行人获得赔偿的情况仍然与被执行

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可以将被执
行人列为第三人。这样，有助于查清案
件事实，保护被执行人的民事权利。

如果申请执行人放弃对保管人的

追索权，选择要求被执行人以其他财产
清偿自己债权的，执行法院应当作好笔
录，申请执行人一经选择，不得反悔。

被执行人提起的损害赔偿案件与

普通财产损害赔偿无异， 应当依民事
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确定管辖。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天津市天地申通物流有限公司、常鹤：本院受理天津之星
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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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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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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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许殷斌、庞碧达、庞宏辉与被告肖京峰、中国
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自
公告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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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二楼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富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张炳昆：本院
受理原告海南明磊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炳昆、福建省富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富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买卖合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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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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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13年 6月 21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河北建
兴建筑劳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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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本苏：上诉人张作莉就（2011）沛民初字第 0672 号判决

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十三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老和青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祥东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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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3年 6
月 21日 9时在本院第 23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祁三旺、包头太平洋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对中国康富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昌民初字第 0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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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卢方勇、陈民鑫：本院受理上诉人许广义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2）宿中民二终字第 0029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育红：本院受理原告苏平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西民初字第 958号民事判决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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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胡浩月：本院受理原告马金友诉被告胡浩月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丰（汉）民初字第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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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吕建军：本院受理刘静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涿民初字第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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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李宏伟：本院受理李俊虎诉李宏伟、牛仙勤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涧民四初字第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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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马燕锋：本院受理杨兆斌诉马燕锋、刘艳军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公司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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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华法民初字第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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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李秋生： 本院受理原告罗小胖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吉民初字第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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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吉水县人民法院

无锡卓至钢铁有限公司、无锡乐依凯贸易有限公司、无锡曼
特尔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惠山支行诉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2）惠商初字第 047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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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世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戴维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九闽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支行诉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2）惠商初字第 0475 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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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钱清华、刘芳贵、无锡龙洋钢铁有限公司、无锡阿萨伊贸易

有限公司、无锡德旭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诉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2）惠商初字第 0476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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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郑其凯、郑丽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惠山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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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惠商初字第 050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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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山东东平正通粮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溧阳市永立农
牧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东平正通粮储有限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溧埭
商初字第 3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山东东平正通粮储
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溧阳市永立
农牧机械有限公司定作款 344000 元。 案件受理费 6460 元、诉
讼保全费 2320 元、公告费 1680 元，合计人民币 10460 元，由被
告山东东平正通粮储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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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份，上诉于江苏
省常州市中级人法院，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6460 元。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溧阳市人民法院

曹国华： 本院受理原告徐松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扬开民初字第 237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喀左金源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马学丰与被上诉
人朝阳市双塔区裕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雷春学
及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2）朝民三终字第 36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则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后，
对其丢失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 30200053/21415098，出票时
间 2011 年 10 月 25 日，票面金额 50000 元，持票人广东中兴液
力传动有限公司， 收款人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出
票人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票人开户行中信银行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帐号 7371210182100022601，有背书）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2月 20日作出了（2012）黄民催字第 43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该票据无效。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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