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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软件插标和导航站劫持流量构成不正当竞争
互 联 网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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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砾 解 冲

简析基础关系先审民 商 焦 点

◇ 余文唐

【案情】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

度公司每天接收和处理来自全球的近

50亿次访问请求， 是最主要的中文信
息搜索途径之一。 但2012年3月，百度
公司发现 ，当用户下载 、安装奇虎360
安全卫士软件后 ， 在百度网址www.
baidu.com中输入特定关键词进行搜
索，搜索结果页面会出现红底白色的感
叹号图标 ，若用户将鼠标移至该图标 ，
会弹出显示 “360安全中心 ”及360标
识的对话框 ，该对话框显示 “存在欺诈
广告的网站 ”、“当前页面含有大量未
经证实的广告信息，虚假广告可能给您
造成财产损失，请您谨慎访问 ”等字样
(以下简称插标)。 若用户点击被插标
的搜索结果，无法直接进入搜索结果对
应的第三方网站中，而是跳转到360安
全中心的官方网页 ， 引导用户安装
“360安全浏览器4.1正式版”， 用户下
载安装后 ，点击该浏览器页面上的 “开
始上网”， 直接进入到该公司的导航网
站hao.360.cn。

除搜索结果被篡改插入红底白色的

感叹号图标外，百度公司还发现，用户使
用360安全浏览器上网， 页面首先自动
绑定该公司的导航网站hao.360.cn，
该导航网站页面顶部的搜索框上显示

“Baidu百度”图标和“百度搜索”按钮。
当网民在百度搜索框中输入与影视作

品、游戏作品、安全软件等相关的搜索关
键词时， 下拉提示框中的搜索提示词会
将网民引导至360自有的影视、游戏、软
件等服务页面， 而非正常情况下的百度
搜索结果页面。

百度公司遂对上述行为在多个公证

处、使用公证处提供的电脑进行公证，并
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和奇智软件

（北京）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分歧】
本案的争论点之一是安全软件插标

和网址导航站劫持流量的行为是否构成

不正当竞争， 其焦点在于上述行为是否
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内容。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 经营者在
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这一条文的目的即在于维护市场竞争的

良性发展， 对于恶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经营者予以制止，因此，奇虎360的
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和客观违法性，
成为评判其是否违反这一法条的关键。

对此，一种意见认为，奇虎360通过
安全卫士产品， 在百度提供搜索服务时
默认开启插入标签功能， 未经百度允许
强行对百度搜索结果进行标注， 擅自篡
改了百度搜索结果页面。不仅如此，当用
户点击相应搜索结果后再弹出360网盾
提示页面， 通过提示用户 “我要安全上
网”， 向用户宣传并误导用户安装其360
浏览器，破坏百度搜索服务，并劫持百度
流量为360自身浏览器导入流量，构成不
正当竞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种行为
的目的在于实现安全软件的提示功能，
不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评析】
随着个人计算机应用以及互联网服

务的普及， 安全软件产品和服务已经成
为互联网的基础服务之一。 如何判断安
全软件产品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尤其
是否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

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其行为是否具有主
观恶意和客观违法性， 笔者认为以下几
点应当予以考虑。

第一， 是否擅自改变他人的服务内
容、服务参数

对于安全软件来讲， 其软件要实现
的目的在于向用户警示访问的网站是否

具有风险， 而对于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
页面， 用户显然不太可能对每个搜索结
果都进行访问。 在用户点击进入搜索结

果中被安全软件认定为可能存在风险的

网站时，安全软件进行提醒、拦截行为是
正当的，符合安全软件的功能和价值，亦
符合用户安装安全软件的目的。 但上述
提醒、拦截行为不应被滥用于恶性竞争，
具体而言， 不应被滥用于实施超出提醒
拦截范畴、 破坏其他经营者提供的服务
的行为。

由此， 在未经其他经营者许可的情
况下，借实现安全功能为名，仅以单方的
认定， 即通过修改其他经营者向用户提
供的网络代码的方式， 在他人经营的搜
索引擎服务的页面上任意进行标注、篡
改，对他人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
参数进行改变， 这种行为违反了诚实信
用原则，应当被法律予以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安全软件
产品的插标行为是有针对性地选择在原

告的搜索引擎上实施， 在其他搜索引擎
网站的相同搜索结果页面上却没有插

标，也就是说，即使同样的搜索结果对应
的是同一个第三方网站， 安全软件产品
也进行了区别对待， 这使得插标行为的
主观恶意更加明显， 从而违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在导航站劫持流量的行为上， 也同
样存在这样的考量。 在搜索引擎许可的
情况下， 安全浏览器的导航站网页中嵌
入原告的搜索框本身并无不当。但是，作
为搜索引擎服务的一个部分， 下拉提示
词是搜索引擎服务商根据其服务内容自

行制定并向用户提供的， 安全浏览器的
导航网站无权擅自改变原告提供给网络

用户搜索引擎服务的内容， 即无权擅自
改变搜索框上向用户提供的下拉提示

词，更无权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通过技
术手段， 将本应引导网民至正常搜索结
果页面的下拉提示词， 擅自更改为引导
网民至安全导航站的自有页面、服务中，
实现为其自身导流量、 增加自身竞争优
势的目的。

这种网址导航站劫持流量的行为，
擅自改变了原搜索引擎提供商的服务内

容，不仅不正当地获取了相关利益，亦有

可能因为引导用户更多地去访问与其搜

索目的无关或关联性很差的内容， 导致
用户对搜索引擎服务本身产生不满，进
而对搜索引擎服务的经营造成深远的不

利影响。
第二，是否构成明显的搭便车行为
是否构成搭便车行为是判断安全软

件的行为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条的另一个重要考量。 安全软件的经营
模式应当以在必要限度内向用户发出警

示或保护、实现其安全功能为限，但是本
案被告的安全软件却通过插标行为逐步

引导用户安装插标主体自身的安全浏览

器，可以说，插标行为的实质是利用原告
搜索引擎来推广被告自身的浏览器产

品，属于明显的搭便车行为。
同理， 在本案涉及的导航站劫持流

量行为上，安全浏览器、导航站擅自改变
他人搜索引擎的服务内容， 采用增加文
字介绍、设置背景颜色等方式，甚至在用
户使用其他专业搜索服务时， 仍然插入
与用户搜索需求关联性很小的下拉提示

词， 引导用户访问本不应出现在搜索结
果靠前位置、 甚至与其搜索目的完全不
相关的影视、游戏等页面，进而为被告自
身的影视、 游戏等网页引入更多访问流
量，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亦属于明显的
搭便车行为。

不仅如此，本案中安全浏览器、导航
站不仅改变了下拉提示词的显示， 当用
户点击下拉提示词后， 也不会正常进入
原告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页面， 而是直
接进入被告自己的影视、游戏等页面中，
进一步表明了被告搭便车的主观意图。

综上， 审查安全软件行为是否具有
主观恶意和客观违法性是评判其行为是

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诚实信用

原则的关键。 笔者认为， 在安全软件插
标、 网址导航站劫持流量等新型互联网
纠纷中，认定安全软件及其浏览器、导航
站等产品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和客观违法

性时， 是否擅自改变他人服务内容和是
否构成明显搭便车行为是应当衡量的两

个重要因素。

基础关系先审，是多个法律关系交叉
案件的审理原则。 依该项原则，民行交叉
案件的审理顺序究竟是“先民后行”还是
“先行后民”，取决于案件所涉的民行两个
法律关系谁为基础关系。若是民事法律关
系为基础关系的则民事先审，反之则是行
政先审。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出台后，不少人将其中的第八
条规定视为解决民行交叉案件的唯一诉

讼模式，即民事先审或称民事优先，而且
必须是民行分案先后诉讼。本文试图从解
读该条司法解释入手，对基础关系先审原
则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对民行交叉案件的
诉讼模式选择提出一些看法。

一、关于《规定》的理解

《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
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
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
者应当撤销为由， 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
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
先行解决民事争议， 民事争议处理期间
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 已经受
理的，裁定中止诉讼。 ”这里无疑规定了
“先民后行”的诉讼模式，但该模式的适
用是有条件限制的， 而且绝非涉房屋登
记等民行交叉案件之唯一模式。

理解该条规定， 首先要看其关于诉
讼理由的规定。 当事人对房屋登记行为
提出行政诉讼的理由是： 作为房屋登记
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 、赠与 、抵押 、婚

姻、 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
撤销。 因而如果当事人不是以此作为提
起行政诉讼的理由， 而是以房屋登记申
请人将本为共有、 共同继承的房屋作为
个人房屋申请登记、 并且登记机关疏于
审查或存在其他程序上的违法导致共有

房屋被登记在申请人名下等为由， 对房
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 则不应适
用该条规定。

理解该条规定， 还需注意其中的基
础关系规定。 当事人主张无效或者应当
撤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
承等民事法律关系， 须是作为房屋登记
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该条所指的买卖、共
有等民事法律关系必须是房屋登记行政

关系的基础关系，才适用“先民后行”的
审理模式。 如果此类民事法律关系并非
房屋登记行政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反
而是违法的房屋登记行为使得原本的民

事法律关系被变更或消灭的， 那么非但
不是“先民后行”而更应是“先行后民”，
因为此时行政关系是基础关系。

二、关于基础关系的判断

所谓基础关系， 就是在两个相关联
的法律关系之间， 如果其中一个的法律
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而
后者的解决必须以前者的解决为前提，
那么前一个法律关系就是基础关系。 民
行交叉案件中存在着民事和行政两个法

律关系， 它们之间要么以民事法律关系
为基础关系， 要么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

础关系。 若民事关系是行政关系产生的
基础，则民事法律关系是基础关系；若涉
讼民事关系是因行政关系而产生， 则基
础关系是行政关系。

判断基础关系， 可以从法律事实入
手。 法律事实是影响法律关系的基本要
素， 是判断民行交叉案件中民行两个法
律关系谁为基础关系的客观依据。 当一
个法律事实引发了一个法律关系的产

生， 而另一个相关联的法律关系的产生
又是基于这个法律关系， 两者形成交叉
诉讼时， 这个法律事实所直接产生的法
律关系是基础关系。 而当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法律事实引发同一个法律关系的产

生、变更、消灭时，应当以发生在前的法
律事实作为判断基础关系的客观依据。

判断基础关系， 还可以根据新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
于 “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
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本案
诉讼的规定来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
案件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

据， 那么另一案件中所审理的法律关系
就是基础关系。在民行交叉的案件中，如
果行政关系的审理必须以民事关系的审

理结果为依据， 那么民事关系就是基础
关系；反之，如果民事关系的审理必须以
行政关系的审理为依据， 那么行政关系
即为基础关系。

三、关于诉讼模式的选择

基础关系先审， 讲的是在一个案件

中涉及具有主从关系的多个法律关系时，
其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优先审理，而后再审
理附属法律关系。在民行两个法律关系出
现交叉的场合，就是民事和行政谁是基础
谁优先审理。优先审理的通常模式是分案
先后诉讼， 但不等于非得分案审理不可。
先后审理可以在分案诉讼中进行，也可以
在同一诉讼中进行。从公正与效率的司法
价值上看， 实行附带诉讼或合并审理，不
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较佳模式。

民行交叉案件的附带诉讼有两种模

式：一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二是民事附
带行政诉讼。 前者是行政法律关系为基
础关系时选择适用的模式， 后者则是民
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时选择适用的模

式。 附带诉讼可以克服分案先后诉讼效
率低下、处理结果冲突等弊端，给予当事
人及时的正义， 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意义重大。 虽然附带诉讼在法律依据上
尚未周全，但在能动司法理念指导下，司
法实践中予以先试先行未尝不可， 何况
程序的主要意义在于实现实体公正。

许多论者认为， 除了民事基础关系
和行政基础关系外， 还有第三类民交叉
案件：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并重的不真
正民行交叉案件。 此类民行交叉案件的
特点是民行两个法律关系虽由同一法律

事实引发，但两者之间却相对独立，不存
在谁为基础关系、谁为附属关系的划分；
其中一个法律关系的处理并不以另一个

法律关系的处理结果为依据， 即其裁判
结果互不影响。 如此若当事人分别提起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两个案件可以并
行诉讼； 当事人在一个诉讼中一并提起
民行两诉，甚至可以合并审理。
（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应收账款质押是一种常见的融资

担保方式， 我国物权法在权利质权一
节将应收账款作为一类可以出质的权

利予以列举。应收账款并非法律概念，
而是会计概念， 法条规定应收账款是
法律对会计概念的借鉴。在会计中，应
收账款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

资产。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规定，应
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

物、 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
付款的权利， 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
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 但不包括因
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

求权。
而从法律视角来看， 应收账款是

金钱债权， 是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因履
行了义务（交付货物、提供劳务、出租
资产） 而获得请求对方支付价款的请
求权（付款请求权）。按照《办法》规定，
应收账款包括 “现有和将有的金钱债
权”，那如何理解将有的金钱债权？

笔者认为， 所谓 “将有的金钱债
权”可以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其
一，一时性双务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如
甲、乙双方签署货物买卖合同，结算方
式为赊销， 甲尚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
务， 但甲在将来履行义务后即获得请
求乙支付价款的请求权， 未履行义务
时则仅是“将有的金钱债权”。其二，继
续性双务合同中， 一方持续性地提供
产品或服务，在某一时间点，未提供而
将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所对应的价款

请求权为“将有的金钱债权”。例如，某
水务公司丙采取后付费方式向用户丁

供应自来水，在某一时间点，用了水而
未缴费的部分，丙对丁拥有“现有的金
钱债权”，对未用而将用的水，丙则拥
有“将有的金钱债权”。其三，双务合同
未签订，由于经营的持续性，未来该经
营者将与不特定的人成立双务合同，
在未来的合同中经营者若履行了义务

则拥有支付价款请求权， 在合同未签
订之前经营者仅有 “将有的金钱债
权”。例如，戊负责经营某高速公路，会
有不特定的车辆驶入该路并缴纳过路

费，在某一时间点，戊对将来驶入该高
速路的人拥有“将有的金钱债权”。

通过对“将有的金钱债权”进行类
型细化，可见，“将有的金钱债权”都是
基于未来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但《企业
会计准则》 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过去
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
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资源。因此，预期在未来发生的
交易或者事项不形成资产。 应收账款
作为一种资产， 同样不能基于未来发
生的交易或事项而形成， 会计中更不
允许企业将未来履行义务后所可能获

取的价款计入应收账款。“将有的金钱
债权”在目前尚不存在，未来是否存在
具有不确定性， 甚至某些情况下债务
人也具有不确定性， 无法形成应收账
款。 所以， 应收账款是现有的金钱债
权，所谓“将有的金钱债权”并不是应
收账款，而是将有的应收账款。

实务中， 的确存在转让将有的应
收账款或利用将有的应收账款进行质

押融资的情况。例如，由于出质人经营
的持续性， 其拥有的应收账款处于变
动中， 合同约定将出质人现有和将有
的应收账款设定质押， 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约定的实现质权的

情形， 质权人有权就实现质权时的应
收账款优先受偿， 即应收账款浮动质
押。将有的应收账款可以转让，也可设
定质押， 因此无需规定应收账款本身
即包含“将有的金钱债权”。否则，如果
应收账款包括 “将有的金钱债权”，那
么将有的应收账款又指的是什么呢？

按照《办法》规定，应收账款不仅
包括金钱债权本身， 还包括其产生的
收益。金钱债权的收益属于孳息，物权
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规定权利质权适

用动产质权的规定， 同时物权法第二
百一十三条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

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物权法已明确应收账款质权人有权

收取应收账款的孳息的情况下， 应收
账款则不必包括应收账款的孳息。

综上，笔者认为，界定应收账款可
表述为：应收账款是指因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或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

权，即付款请求权，但不包括因票据或
者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

权。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

新民诉法中新增第七十八条规

定： “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 经人民法院
通知 ，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 鉴
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
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

还鉴定费用。” 该条规定充分保障了
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的权利，
有助于在民事诉讼中体现司法公正

与效率 。 同时 ， 该条规定也让鉴定
人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和法

庭询问 ， 成为了对鉴定意见质证的
一种正当程序和必要方式 。 如果当
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 鉴定
人拒绝出庭作证的 ， 该鉴定意见将
被排除 ， 无法有效地作为裁判的依
据 ， 当事人所支付的鉴定费用 ， 有
权要求鉴定机构返还 。 该项规定也
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行为有所约

束， 确保其鉴定意见公平、 公正。
但从另一方面， 该条只是粗略地

规定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鉴
定人就应当出庭作证。 在现实审判活
动中， 当事人对鉴定的有关专业知识
并不了解， 对鉴定意见的质证往往凭
自己的感觉， 最终质证认为对鉴定结
论有异议。 如果仅此就通知鉴定人出
庭作证， 不仅给鉴定机构带来工作负
担， 也对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产生一
定影响。 因此， 适用该条规定应注意
以下几点： 首先， 法官应当加强对当
事人的引导。 庭审活动中， 承办法官
应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 在自己的
专业范围内予以正确引导， 确保当事
人不是无端地提出异议。 其次， 作为
鉴定人， 其鉴定行为应当独立于法官
和当事人之外， 避免受到任何一方的
影响， 遵守职业道德， 对鉴定意见负
责， 确保公正， 认为可能有异议的地
方， 应当附相关说明。 再次， 当事人
对鉴定意见也需要认真分析， 确保提
出的异议有理有据。

（作者单位 ：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
法院）

鉴定人出庭作证
◇ 沈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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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宏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2）一中知行审
前字第 503 号原告敖谦华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及原告证
据、 被告答辩状及证据、2013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
二审判区 7 法庭开庭传票、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 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次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方提交意见陈述书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次日起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 2013 年 9 月
16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7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届时
你方若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李永申、张丽娜、李木申、赵月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州市支行诉你们及被告李木申、 赵月珍、
张海委、陈纪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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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左明贵,蔡林峰,蔡贤文,陈钢,陈海涛,陈红,陈欢,陈涛,陈筱
蓉,陈雄伟,陈玉,陈子平,代文洁,丁飞飞,冯冰杰,付飞,高聪,高鹃
鹃,高妮,葛军,耿晨晨,韩俊,郝晓华,何红玲,胡海燕,胡秋荣,江海
锋,江文斌,康建民,李宠,李发群,李俊,李丽,李丽萍,李杨,李佐浩,
廖胜平,林菲,林鹏,林智毅,刘光军,刘佳丽,刘钧,刘圣仁,刘文智,
刘修召,柳波,彭斌,彭军,彭熠,阮望喜,佘桃英,沈洁,施露,石慧,帅
兴,宋桂芬,宋林,宋祝玲,孙媛媛,邰德晞,陶志龙,万莉,万杉,汪佳
琪,王柏强,王程威,王贵先,王林,王铃■,王双华,王婷,王五昌,王
晓惠,王艳,王燕娟,魏俊杰,魏莹,吴红菊,吴松波,项雪梅,肖金俊,
谢娜,谢琼,熊彬,熊先明,熊运甫,徐立峰,徐志发,严功辉,杨欢欢,
杨琴,杨锐,杨三新,姚艳华,易胜兰,游超智,余红珍,余胜梅,余洋,
张成,张程程,张飞,张红梅,张红珍,张慧敏,张君明,张龙,张棋,张

秦,张翔林,张小平,张宇,张志刚,章明,郑永祥,周家金,周利平,周
炼,周新立,周泽栋,朱三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省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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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杨万里：本院受理陈晓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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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南京雷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鑫信投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鼎锋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格兰帝沙发制造有
限公司、付树兵、邵雷、胡敏：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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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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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东台市宏慧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宏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黄
宏官：本院受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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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顾春平： 本院受理陈志一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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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4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海门市人民法院

盐城市新海洋贸易有限公司、许爱国：本院受理卢旭华、潘新
华、陈绍春诉盐城市新海洋贸易有限公司、许爱国、河南省水利第
一工程局建设工程转包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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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任学攀、徐美丽、苏月梅：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们、任学书、任凤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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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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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丰县人民法院

苏月梅、任学洲、任学攀：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们、潘丰伟、任学书、任凤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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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丰县人民法院

任学攀、苏月梅：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丰县支行诉你们、任学书、方立侠、任凤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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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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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丰县人民法院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尔镇药草滩东庄村村民苏艾米乃：
本院受理苏生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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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塔尔湾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绵阳市嫘祖园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梁红
彬、许又境、李健明、黄勇、奂永莲、吕志耘、唐素芬、任岫云、廖
骏、杜亚敏、陈霞诉被告绵阳市嫘祖园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借
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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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魏城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四川]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孙爱军、戴晓勇：本院受理原告沐阳伟邦置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孙爱军、戴晓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俩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单超、人
民陪审员楼月娥、人民陪审员金以康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嵊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的申请， 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裁定受理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破产一案， 并指定
重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分所为重庆市南岸

区金仑电镀厂管理人。 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管理人 （通讯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3 号水星 A2 区 8 楼；联系
人：柯绍烈；联系电话：63873035、13609426836）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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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重庆市南岸区金仑电镀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债权申报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
午 9时在本院召开（遇节假日顺延），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徽天宝商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裁定受理安徽天宝商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并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指定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为安徽天
宝商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安徽天宝商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安徽天宝商用车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1188 号北泰汽
配工业园综合楼 305 室， 邮政编码：233010， 联系电话：0552-
4925035）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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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天宝商用
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安徽天宝

商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将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蚌埠铁道大酒
店（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淮河路 246 号，火车站西 50 米）三楼庐
州厅会议室召开，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债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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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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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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