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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动产抵押担保物权之问题与思考
民 商 焦 点

◇ 邢嘉栋

析 疑 断 案

竞价排名服务提供商主观过错的认定
何 震 杜 健

交强险责任不应参照损伤参与度司 法 实 践

◇ 韩 涛

[案情]
武汉全能公司系“皇宫”文字与图形

商标权人，“皇宫” 商标核定类别为 42
类，包括摄影、录像带录制等。“皇宫”商标
经过长期使用，在武汉婚纱摄影界享有较
高的知名度。 2011年 5月，武汉全能公
司发现主营业务同为婚纱摄影的武汉青

禾公司使用“武汉皇宫”作为关键词，通过
北京百度公司的竞价排名栏目发布广告，
招揽业务并误导消费者。 武汉全能公司
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武汉青禾公司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北京百度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 北京百度公司辩称其已尽到了合理
注意义务，并积极采取有效补救措施，主
观无过错，不应承担商标间接侵权责任。

[分歧]
本案争点在于北京百度公司是否

应该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焦点在于北
京百度公司在关键词竞价排名服务中

主观过错的司法判定。
一种意见认为， 关键词竞价排名

服务是一种按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

式，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搜索引
擎服务提供商应该负担较高的注意义

务。加之，武汉全能公司诉争商标实际
使用时间较长， 且具有较高知名度与
市场美誉度，因此，应该认定北京百度
公司主观具有过错。

另一种意见认为， 搜索引擎服务
提供商本质上属于技术服务提供者，虽
然不能以搜索引擎技术本质上具有实

质性非侵权用途而绝对免责，但是法律
对其苛以注意义务时，应该考虑到搜索
引擎服务提供商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判

断水平和能力，有效兼顾到各方主体的
利益。 具体来说，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
在开展竞价排名服务时，对经营者设置
的关键词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主观是否具有过错，应综合考虑涉案商
标知名度、合理注意义务、避风港规则
等因素。 本案中，鉴于武汉全能公司服
务商标地域性特征决定其知名度受限

于一定区域，北京百度公司对商标侵权
行为的判断能力及武汉全能公司事先

并未告知北京百度公司，北京百度公司
在收到起诉状后，立即采取积极的补救
措施———断开链接等因素，应该认定北
京百度公司主观上没有过错。

[评析]
随着竞价排名推广方式的广泛应

用， 相关法律问题也浮出水面。 近年
来， 国内外均发生了关键词竞价排名
服务商标侵权案件， 理论与实务界对
该类案件的观点不一， 争议焦点在于
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的判

定。笔者认为，对于此种商标间接侵权
主观过错的判断， 主要取决于个案中
直接侵权行为的明显程度及行为人参

与、 控制直接侵权行为的程度等客观
具体事实。 具体考量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商标知
名度反映了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

程度，一般来说，越高知名度的商标获
得相关公众良好口碑的可能性越大，
相关公众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获得青

睐的可能性越大。 法律为尊重商标权
人的努力而对知名度较高的商标给予

强保护。然而，在考量商标知名度的时
候，也要同时兼顾商标的地域性，因为
注册商标属于行政授权， 商标特别是
服务商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概
因服务商标依托服务提供者在固定场

所向相关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服务提
供行为及场所的区域性决定了服务商

标的严格地域性。因此，考量商标知名

度仍要受商标地域性的限制， 不能简
单用区域知名度来判断全国范围内的

知名度。本案中，“皇宫”服务商标经过
长时间的强化使用， 在武汉乃至湖北
地区婚纱摄影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
然而，鉴于服务商标鲜明地域性特征，
武汉全能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进一步证

明“皇宫”商标知名度辐射到湖北以外
地区， 北京百度公司在开展竞价排名
服务时， 对经营者设置的关键词是否
存在攀附一定区域内他人服务商标商

誉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对百度公
司来说过为严苛。

第二，合理注意义务。法律对竞价
排名搜索引擎服务商苛以义务时，应
充分考虑其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水

平和能力。竞价排名服务中，关键词的
挑选设置、 商品或服务描述等均由经
营者控制， 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仅仅
是架设经营者设置的搜索关键词与目

标网页之间的技术相关度， 当网络用
户输入的搜索词条与经营者设置的关

键词匹配时， 该经营者的网站链接会
在搜索结果中居于前列或呈现推广链

接字样。因此，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对
经营者设置关键词的行为并不具有直

接控制能力， 故不应该承担对关键词
是否合法的事先审核义务。但是，竞价
排名服务是一种收费项目， 搜索引擎
服务商也不能基于“技术中立”原则而
完全免除责任。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
以及利益平衡原则， 搜索引擎提供商
应该对关键词是否侵害他人商标专用

权尽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即当
其明知或应知关键词侵权时， 应该及
时采取合理措施对侵权行为予以制

止。本案中，武汉全能公司立案之前并
未就被控侵权行为通知北京百度公

司， 北京百度公司在接到本案诉讼文
书后， 及时断开全部涉嫌侵权的网站
链接，制止侵权行为的进一步扩大，尽
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第三，避风港规则。《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确立了“通知———删除”为
核心的避风港规则，该规则系为调整版
权领域的间接侵权行为而设置，并不延
及商标侵权领域。 然而，无论是版权领
域还是商标领域，间接侵权行为的性质
一致，立法背后蕴含的法律基本精神亦
是一致， 即无论是版权人还是商标权
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否发出明
确的侵权投诉通知，是判断技术服务提
供商主观是否存在过错的重要考量因

素。 本案中，武汉全能公司在发现武汉
青禾公司存在侵害商标专用权行为后，
并没有向北京百度公司发出侵权投诉

通知，而是径直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
百度公司在接到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

后，立即删除了侵权网络链接，因此，应
该将北京百度公司纳入避风港规则的

保护范围。 当然，武汉全能公司如果能
够证明被控侵权行为已经像一面色彩

鲜艳的红旗在北京百度公司面前公然

地飘扬，以至于处于相同情况下的理性
人都能够发现，而北京百度公司故意装
作视而不见时，则避风港规则不能发挥
其应有作用。但是，本案中，鉴于武汉全
能公司服务商标的地域性特征，商标市
场影响力辐射范围受区域性限制较为

明显， 且武汉全能公司发现侵权行为
后， 并没有向北京百度公司发出侵权
投诉通知， 因此， 武汉全能公司不能
提供证据证明北京百度公司对被控侵

权行为视而不见， 故可以认定北京百
度公司对被控侵权行为主观上既不“明
知” 也不 “应知”。

（作者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损伤参与度系法医学上的概念，指
被诉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所介入的程

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 在侵权损害赔偿
纠纷中， 导致损害的原因除了侵权行为
外，还有可能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受害
人自身的身体状况、第三人的过错等，赔
偿义务人可以损伤参与度作为抗辩理

由，请求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但在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 即使受害人
的损害后果是受害人自身疾病与交通事

故共同所致， 交通事故在受害人损害结
果中占一定比例的参与度， 但也不可参
照该损伤参与度减轻或免除保险公司的

交强险责任。 理由如下：
1.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交强险责任

缺乏法律依据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
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根
据我国交强险立法， 交强险责任是一种

法定赔偿责任， 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标
准、免责事由等均由法律予以强制规定。
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

责任时应参照损伤参与度， 保险公司的
免责事由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

故的情形， 对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
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 均属交强险的
赔偿范围。因此，保险公司以损伤参与度
作为减轻或免除其交强险责任的抗辩理

由，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2.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交强险责任

有悖于交强险制度的立法目的

交强险制度是基于事故风险和赔偿

责任可能性的大量增加、 事故损害日益
巨大的社会现实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机动车交

通事故受害第三者获得迅速有效的补

偿。交强险责任并非无限责任，我国法律
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赔偿， 但由于我国交强险制度建
立不久，交强险责任限额仍比较低，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也尚未建立，我
国目前的交强险制度对于遭受严重损害

的受害方的救济仍明显不足， 交强险制
度本身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尚未得到

充分实现和发挥。 如果在确定交强险责
任时允许参照损伤参与度， 以此限缩受
害方的损失总额， 那么法院裁判的结果
只能是减少了受害方的获赔数额， 减轻
了保险公司以及交通事故致害方的赔偿

责任， 这显然与交强险制度的立法目的
和基本功能相悖 ， 欠缺正当性和合理
性。

3.交强险责任构成因果关系要件的
特殊性不要求参照损伤参与度

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 由于各种责
任形态及其所要求的构成要件不同，因
果关系在归责中的作用、 内容及其判断
标准也各不相同。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分
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

果关系。 前者的功能在于通过侵害行为
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确定责

任是否成立； 后者的功能在于通过权益
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确定责

任的范围。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重点在
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在过错程度
大体相当或难以确定过错程度的情况

下，责任的大小要取决于原因力的强弱。
而交强险责任属法定责任， 基于其性质
与功能的特殊性， 交强险责任因果关系
的重点在于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 只要
可以认定交通事故与第三者的损害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保险公司即应承担交强
险责任。 至于交强险责任的范围应依据
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

准、交强险责任限额、免责事由等予以确
定， 而不应参照损伤参与度这一在确定
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时才予以参照的因

素。笔者认为，在确定交强险责任因果关
系时可运用保险法上的 “近因原则”，如
果交通事故是导致第三者损害发生的最

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便
可以确定交通事故与第三者的损害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保险公司便应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

担保物权的实现， 不仅关系到担保
物权人的利益， 对担保交易的正常运行
也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物权法虽然规定
可以直接申请拍卖、变卖担保财产，但担
保合同无法作为执行依据。 为了实现担
保物权制度之功能， 弥补制度设计上的
缺陷，新民诉法新增了第一百九十六条、
第一百九十七条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特

别程序条款。 这种快速便捷且成本低廉
的实现债权程序， 引起了广大债权人尤
其是银行等金融企业的高度关注。 但对
于基层法院审判一线的法官来说， 目前
仅有的两个法律条文， 相对纷繁芜杂的
各类纠纷适用难度很大。 笔者结合在实
现不动产担保物权特别程序案件实务中

遇到的问题，谈几点做法及思考。

一、实现不动产抵押担保物权
特别程序的性质

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并不体现权利义
务的争议性，具有非讼性。 担保物权实现
程序的非争议性，是由物权法中的公示公
信原则所决定的。 抵押办理了登记，抵押
权人获取了抵押房产的他项权证，其权利
外观具有公信力和对抗力。申请人申请法
院拍卖、变卖担保物，实质是要求确认并
实现其担保物权的程序，并非请求法院解
决民事争议。 虽然被申请人可能提出异
议，但这并不影响该程序的非讼性质。 诉
讼程序采取当事人主义、 直接言词主义，
其制度价值在于准确查明案件争议，保障
当事人的程序参与，以裁判结果的实体公
正为核心目标。 在非讼程序中，法院奉行
职权主义、简易主义，裁判周期短，体现了
效率的价值，其程序目的也不在于争议解
决。如果法院经审查担保物权成立的证明
文件（包括主合同、担保物权合同、抵押权
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等）， 担保物
权实现条件成就的证明材料齐备，即可裁
定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则驳回申请。

二、被申请人异议问题
一是异议期限。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

审限只有三十日，如按诉讼案件标准给予被
申请人以答辩、举证期限，则难以在审限内
审结。笔者认为，此类非讼程序案件，可规定
由承办人灵活确定不宜过长的异议期，而不
应再按诉讼程序给予举证、答辩期。

二是管辖异议。首先，从世界各国和
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 申请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的地域管辖法院标准通常有两

种：一种是由担保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另一种是由担保特权登记地法院管辖，
以担保财产所在地法院确定管辖较为普

遍。新民诉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申请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由担保财产所在地或

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兼采了两种地域管辖标准。 而不动产专
属管辖系诉讼案件中的管辖规定， 在实
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案件中不应适用。
其次，新民诉法修订后的管辖异议条款，
由原第二章管辖第三节移送管辖和指定

管辖部分， 移到了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
程序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部分。因此，可
以认为管辖异议条款是针对一审诉讼案

件作出的规定。 而实现担保物权并非诉
讼案件，特别程序案件中没有被告，管辖
异议条款无从适用。 若受理法院审查后
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可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可以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申请，避免在一、二审法院的管辖裁定和
上诉移送程序中耽误大量时间， 真正体
现了担保物权特别程序便捷高效处理的

立法本意，又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同
时也避免了管辖异议权被滥用。

三是实体性异议。 实现担保物权程
序中，不应当进行实质性审理。如被申请
人提出担保物权存在与否， 或者担保的
债权范围、金额、期限等实体问题提出异
议时，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公告送达问题
笔者认为， 虽然新民诉法第一百八

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
的案件， 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
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 但在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中， 应以被申请人参与程
序为原则。 一是通常作为抵押物的不动
产本身价值较高， 所担保的债权金额较
大， 关系到债权是否能够顺利实现。 因
此， 应当以相应的当事人参与程序为保
障。 二是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案件具
有非讼性， 法院只需对担保物权实现条
件是否成就进行形式审查， 而非实质性
审理，并以法官独任审理为原则，实行一
审终审。在被申请人未参与的情况下，不
能赋予广大基层人民法院更重的审查义

务。 三是不排除有的申请人故意隐瞒被
申请人信息， 以虚假材料及权利凭证骗
取法院裁定的“逆选择”现象出现。 只有
被申请人参与程序， 才能最大限度避免
此类道德风险。因此，如公告送达后被申
请人仍未到庭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当事
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四、担保的债权是否确定
笔者认为， 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

适用的前提是担保的债权应当确定。 首
先，实现担保物权系非讼特别程序，法院
只需对担保物权成立的证明文件、 担保
的债务是否已经届满、 担保物的现状等
事实进行形式性审查。 如果对担保的主
债权范围、金额、期限不能确定，需要通
过实质性审理后才能查明的， 就不应适
用该程序。 其次，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
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
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
的， 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
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
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故笔者认为，在被担保的
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或被
担保的债权存在多个债务人的，或多个不
动产抵押担保同一债权，不同主体所承担
的份额、受偿次序不通过诉讼程序无法确
定的情况下，抵押物所担保的受偿范围及
金额无法确定，亦不可适用该特别程序。

五、抵押物设有在先抵押时如
何处理

优先受偿权是抵押权的核心和实

质。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
人可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从该抵押物的变

价中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获得先位清

偿。 但在同一抵押物上存在数个抵押权
时， 登记在先的抵押权优先于登记在后
的抵押权。当抵押物的价值较大时，抵押
权人行使抵押权后， 若有剩余才能用于
偿还其他债务。目前，房地产开发商为提
高资金利用率， 往往将拍卖所得之用于
项目开发的土地上都设定了抵押。 企业
也往往为获得流动资金，将土地、厂房作
为抵押物为其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城市
商品房多数也存在按揭抵押。虽然，对于
商品房按揭是否属于不动产抵押有不同

意见：有的认为系不动产抵押，有的认为
是权利质押，有的认为系准抵押，有的认
为系让与担保。但无论其性质如何界定，
商品房按揭均在房产登记机关办理了抵

押登记。 不动产作为金融资产具有稀缺
性，同时具有保值增值功能，也是放贷银
行最愿意接受的抵押物。因此，在涉及不
动产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案件中，
必须查明其是否存在设定在先的抵押。
如抵押物上存在设定在先的其他抵押，
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六、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能否进
行调解

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

事人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
就案件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 从而解决
纠纷所进行的活动。 新民诉法第九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
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故笔者认为，调解是诉讼
过程中所适用的程序， 如调解不成所对
应的案件处理方式应当是判决。 实现担
保物权系非讼特别程序案件， 经审查实
现担保物权的条件是否成就后即作出相

应的准予或驳回之裁定， 因而不适用调
解程序。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审查过程中
自愿和解， 申请人申请撤诉法院应当准
许。 如果双方协商通过设定一定期限内
完成给付作为解除抵押条件的情况下，
法院不能调解结案， 而只能按庭外和解
方式处理。法院应当向申请人释明，和解
协议不具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
如申请人不愿撤诉， 法院仍然应当裁定
准予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 双方
可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和解。

七、对实现担保物权裁定的救济
综上所述，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处理

可以区分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受理法院经
审查，担保物权实现条件成就，即可裁定
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二是受理法
院经审查，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应驳回
实现担保物权申请，申请人可另行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如果存在法院争管
辖的情况，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
正。三是法院审查过程中，如双方和解，申
请人申请撤诉的法院应予准许。如双方协
商由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还款作为解

除抵押条件， 申请人不愿撤诉的情况下，
法院不适用诉讼案件中的调解程序，仍应
裁定对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双方可
在执行过程中和解。 四是受理法院经审
查，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或主债权或担
保物权本身存在异议，或被申请人不能参
与程序的，则驳回实现担保物权申请。 根
据新民诉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申
请被驳回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可见， 对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的裁定， 已经设置了有效的救济途径，
不再适用诉讼程序中管辖异议、 调解和
申请复议等程序， 以迅速实现担保物权，
方合乎非讼程序的制度价值。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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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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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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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 ２０13年 5月 8日（总第 5637期）

张广利、胡玉芳；王世茂、张小英；阿拉腾锁吉、萨处日勒、 乌
日汗；史青、刘芸；陈永江、郭银环；卞金生；秦小林、孔祥珍；黄玉
芹、宋以早；刘国周、殷景玲；赵意佐、徐芳；孙文功、马运梅；于会
刚、杨增霞、 于光水；庞伟、张华；潘全为、施艳；郭永生；周富学；
梁永成、钟惠冰、 梁逵娣；李军、黄艳；仲崇叶、刘晓；张乐；徐晖、
王玉洁；张越；张品军；刘广兴、王彩霞；庄杰；王海强、赵丽娜；黄
希洪、蔡美芬；赵峥、孟丹、 赵有财；杨通念、黄彩云；薛鹏程、张
梅；何波、杨琴；邓千里、张豫梅；伏广平、杨立香；唐渠添；储昭生、
蒋秋玲；方超峰、徐园园；蒋祥生、杨满英；徐凯、付佳、 邸晓民；何
立彤、李萌；张翠梅、梁如彬；张学玲、张燕妮；解占荣、冯丽；王建
飞、孙菊花；孙振强、闫园、 闫风楼；潘满义、姜成勤；谢仲成；蔡佩
琳；王冬花、梁艳奇、 朱正平；王纪元、张秀莲、 王芳；李智通；李
福举；刘桂华、梁爱荣；张钦文、陈晓霞；王伟力、唐燕；邱龙年、赵
茜；张明军、何海燕；陈雪彬、苏亚莲；陈科、魏丹丹；张野、陶彩莲；
刘俊；罗英；方所开、查小粉；左赛华、于朝辉；刘志丰、李海燕；万
琦、于建友；陈静、李明；张锋、王小慧；赵磊、苗全美；方勇、朱美
菊；刘柱、刘金龙；刘景原、王翠花、刘志伟；自永感、郭艳、 自兆
运；张辩证、曹新爱、 张少可；陈文正、陈砀梨；王巧爱、崔振庆；姜
恒；程学良、王素敏；周斌、孙雪苹；郑鹏；王玲；钱文竹、方立云；彭
云学、吴玲方；邱远春、陈德良；宁忠香、罗朋飞；余衍明、胡选珍；
孙书恒、刘忠梅；吴鹏、程媛媛；余德池、刘力、 彭光华；李松金、陈
伟伟、 李正友；丛勇、姚姣；李治、高改娥；钱继业；李书萍、梁天
保；段辉；刘中华、董焕云；马连洪、位菊成；廖金阳、苏丽媛；李强、
任左霞；吴邦红、鲁素芬、 袁新前；梁磊；胡家远、时婷玉；李定善、
张伶俐；薛刚、董晶晶；王庆伟、许巧芝；董飞、刘静；李俊生、苌爱
云；孙峰、聂艳萍、 孙荣库；徐平、方艳；储胜松、韩瑞峰；张维香、
张金华；袭祥林、杨常云；王振海、杨金双；韦明磊；王聪；尹振怀、
顾静；张立荣、刘涛；贾海军、郝鹏俊；刘贞敏、张岭芬；余孔奇；于
开礼、陈元；张启年、陶春花；方从光、吴晓丽；田勇、索娜、 夏菊
英；马玉建、李伟伟；刘天成、杨艳；孙维江、张霞；郭勇、庄艳艳；蒲
永卫、贾文英；何宏、高清团；周建、李萍萍；赵亮；孙道七、邱春艳；
张传松、苏俊青；马春峰、李珍；孙春杰；李庆平、许蕊；彭向东；李

学广、宋仙荣；王磊、魏彩红；丁勇、李清；李明鑫、纪德荣；张怀思、
梁玲玲；陈卫光、杨静；赵龙、李晓丽；吴鹏飞、付柳燕；王光宏、黄
伟琴；宫殿祥、陈述杰、 刘年望；袁强、刘琴；王大朋、魏佳丽、 向
英琼；陈亮、董飞飞；刘逸、沈兰；周华海、夏海霞；刘圈武、赵倩云；
余宝凤、张明和；刘邦友、陈仁芬：本院受理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
限责任公司分别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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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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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8月 19日上
午 ９时在本院西漕第 20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罗中祥、贺敏、张良竟、曹瑜、颜伟、重庆渝庆会计师事务
所、敬长明、邓建平、樊勇、宋建荣、孙祖文、重庆嘉陵会计师事
务所、李志荣、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重庆
渝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重庆市顺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罗中祥、贺
敏、张良竟、曹瑜、颜伟、重庆渝庆会计师事务所、敬长明、邓建
平、樊勇、宋建荣、孙祖文、重庆嘉陵会计师事务所、李志荣、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华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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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3年 8
月 13日上午 9点 30分在本院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亦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伊莎百货有限公司、
陆亦子、石强、陆柱天：本院受理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诉你们及何凤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风险提醒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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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季小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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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甘肃]徽县人民法院

万巧丽：本院受理孝感开发区古坛酒业商贸行诉你委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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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孙晓星、杜文花：本院受理陈赞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南民一初字第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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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深 圳 市 裕 东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4020005124561433”，票面金额为 1000000 元，出票人为甘肃智
道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联社
拱星墩信用社，收款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 现本院已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特此公
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深 圳 市 裕 东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4020005124561431”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金额为 1000000 元，
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联社拱星墩信用社，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现本院已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特此公
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深 圳 市 裕 东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4020005124561491”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金额为 1000000 元，
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联社拱星墩信用社，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现本院已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特此公
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深 圳 市 裕 东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4020005124561429”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金额为 1000000 元，
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联社拱星墩信用社，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现本院已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特此公
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重庆诚硕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港盛船务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武海法商字第 01145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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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上海昶舜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建鑫矿产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2）镇商初字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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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乡县华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长江与你
及被告方松华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金义民初字第 3392 号民事裁
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张长江撤回对你的起诉。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我院仇晓敏同志，不慎将工作证号：001218 工作证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陈文文，女，身份证号：370613198210100021，自 2010年 7月
来我院工作至今，现为民五庭法官助理，其不慎将工作证编号为
B-291工作证遗失，特此声明。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燕赛科技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及法人代表刘
淮滨的人名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北京燕赛科技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0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曾松宏， 不慎将工作证、

执行公务证遗失（证件号码为 LS705号）。 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花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旭舒伯莱特针织服饰有
限公司、俞晓光、谢黎明：本委受理申请人中国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与你四方及杭州国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被申请人）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四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公告期满后第 17 日本委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 请你四方于仲裁庭组成后的 3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 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
第 9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地点为本委第四仲裁庭，逾
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2013年 4月 28日
华元美：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湖北孔优旺律师事务所与你委

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并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
作出仲裁裁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十仲裁字第 121号
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十堰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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