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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再审程序与提高司法公信力
□ 徐小飞

我们必须追求正义，但同时也必须重视法的安定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而要重建法治国，就必须尽可能

考量这两种思想。 ———拉德布鲁赫

————$%&%%%%&%
& 格言录

毋庸讳言，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
现状不容乐观， “人们对司法的普遍疑
虑， 是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公信
力或者公信力流失的结果。” 导致司法
公信力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与
再审制度缺乏足够的既判力不无关系。

一种冲突的缘起

司法要有公信力， 判决就不能无限
制地被推翻， 判决就要有终结性、 既判
力； 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 从司法
效率角度而言， 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
重审。 因而， 再审的提起应有严格的
限制， 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
我国判决似乎是没有既判力可言 ， 终
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 、 无限制地被推
翻 。 判决没有终结性 ， 人们的法律关
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 给社会秩
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 。 正如有的
学者所说 ： “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
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

且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 那就
阻碍了矛盾的解决， 如果败诉方可以在
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

讼， 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
并顽固的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 无
休止的诉讼反映了、 同时也更刺激了对
法院决定的不尊重， 从而严重削弱了法
院体系的效力”。

司法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
而再审程序则是对错误判决的最终司法

救济， 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法的安定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一

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 “实事求是， 有错
必纠”， 应当说这种指导思想在重视保

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充分体现实体公
正， 尤其是个案的实体公正上有着积极
意义。 但是 “有错” 就 “必纠”， 片面
追求实体上绝对公正而忽视司法程序上

的公正， 就会走向极端。 如果严格按照
这一原则思考问题的话， 就意味着无论
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都应当予

以纠正， 意味着判决将会时刻处于不确
定状态。 对当事人来说， 只要他认为生
效裁判有错误， 就可以不断地申请再审
或者申诉。 这样一来， 纠纷的解决将永
无尽头， 这不符合程序法的定分止争原
则， 也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提高司法
公信力。

“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
相， 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 这不但代
价过高， 而且往往与解决争执的目的不
沾边。” 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
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查的不
是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 而是法律事
实 ， 即案件发生时客观形成的合法证
据， 依据这些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模拟当
时的客观事实。 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毕
竟有一定的差别， 加上法律的原则性、
审判与案件发生的时间差及法官对法律

的理解和适用上的差别， 由此造成了法
院裁判往往只是相对正确的。

既判力强调裁判效力的稳定性和权

威性， 是程序安定的直接体现。 程序的
安定性客观上要求法院作出的具有法律

效力的判决不能轻易被推翻， 不能任意
重新启动程序， 不能随意对该案件重新
审理或撤销该判决。 矛盾纠纷的彻底解
决， 不仅体现为一种解决的结果及其公
正性， 更体现为这种结果所赖以产生的
方式和公正性。 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
的机关， 其解决纠纷如果是在正确运用

程序法的前提下进行的， 则不论其裁判
的内容如何 ， 至少已经达到了程序公
正， 这样就足以产生既判力， 进而要求
法院自身及当事人都绝不能轻易动摇裁

判的事实及确定的法律关系。 法院的生
效判决一经作出， 就具有法定的效力，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推翻， 否则会使判
决失去既判力， 使司法失去其本应具有
的安定性，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时
期处于事实上的不确定状态。 而既判力
的缺失削弱着司法强制性， 妨碍司法的
权威性， 消损着司法公信力。 司法的公
信力越是不足， 它解决纠纷的能力就越
低； 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越低， 它就越
发不具有公信力。

一种价值目标的实现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应通过有效的
修正来减少负面影响， 最大化地实现价
值目标的正值。 日本学者三月章曾这样
形象地描述： “有的案件被三番五次拿
来再审， 判决被改来改去， 诉讼成了无
底洞， 谁能说最后的判决就比前一次更
公正呢。” 只有最大程度地兼顾生效判
决的稳定性和实现个体公正才能使二者

的功能发挥的相得益彰， 只有在司法错
误真正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再审程
序纠错功能的发挥才符合对既判力作用

补充的设计初衷。
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在价值的选

择上侧重有所不同： 分别强调程序稳定
和纠错、 救济功能， 但二者的设计与功
能是唇齿相依的，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维
护司法公正。 既判力是保证司法判决权
威性和程序安定性的通用力， 但任何制

度或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在追求程
序制度性效力的同时公正也是不容忽视

的。 再审程序的设置意义即在于弥补某
些情况下公正的缺失。 换言之， 只有通
过再审程序才能推翻确定判决的既判

力， 再审程序的启动是一种对实质上的
既判力的补充功能。 然而， 如果毫无限
制地启动再审程序改变原来生效的判决

就违背了设计的初衷， 这样不仅不会对
既判力理论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反而
会破坏它。 目前， 我国的情况是既判力
理论观念上的缺失与再审制度设计的不

完善使二者产生了不小的矛盾与冲突，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法的灵活性优先于法

的稳定性的观念， 进一步软化了司法公
信力。

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曾在判决中

这样来说明既判力的价值： “既判事项
旨在确保司法裁判的终局性。 它不是一
个更具技术性的实务或程序事项， 它是
一个基本的关涉到公共政策和私人安宁

的实质正义的规则。 它鼓励当事人信仰
司法判决， 阻止骚扰诉讼， 并使法院能
够脱身来解决其他的纠纷， 其执行对于
维持社会秩序来说是根本性的。” 我国
再审制度与既判力的冲突导致的司法公

信力不足， 已经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瓶
颈性制约因素。 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
重要因素就是其裁判既判力。 正是由于
既判力的存在， 使得法律定分止争的功
能得以实现， 并据此实现对社会成员权
利的保障， 从而促使其形成信仰法律、
服从判决的精神理念。

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指出的：
“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 司法部门
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已经确定
的终局判决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和既

判力这样的双层保护， 就使得被判决的
法律关系处于一种稳定状态。 而再审的
启动无疑将打破这种双层保护壳， 其理
论依据是该判决本身欠缺使既判力正当

化的根据 。 再审的纠错必然是事后救
济， 为了纠错将有更大的物质和时间上
的投入。 为了保持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
权威性以及考虑到成本的付出问题， 作
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 就要求该程序
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 否则也会影响
矛盾争议解决的效率。 再审事由的存在
就是对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的直接否

定， 因此法院可以在确认当事人提出再
审事由后， 通过再审否定原判决。 为了
实现再审程序的目的， 必须科学地设定
提起再审的事由， 在对实体正义和程序
正义的追求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

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衡平， 这
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现实需要。

“司法的本质应体现在裁判公正性
和裁判最终性。”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是法治社会的
基石。 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很多 ， 是一个系统的任重道远的过
程。 合理设置再审程序， 是提高司法公
信力、 树立司法权威的应由之路， 也是
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
院）

司法作风关乎司法形象， 关乎司法
公信力， 是建设过硬队伍的重要内容。
要想实现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一目标， 人
民法院必须在加强和改进司法作风上狠

下工夫， 努力树立值得信赖的良好司法
形象 。 当前来讲 ， 应着重抓好以下几
点。

强化责任意识， 努力把案件办理得
更扎实一点。 法官的责任就是维护公平
正义， 这一责任重如泰山。 工作中， 任
何一点小的疏忽， 都有可能导致案件出
现瑕疵甚至错误。 而许多信访案件的发
生， 也正是由于案件瑕疵而引起的。 法
官办案子， 容不得丝毫大意， 不允许有
任何差池， 必须养成如履薄冰、 严谨细
致的良好习惯。 在这方面， 近年来我们
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取得
了明显成效。 比如， 坚持实行了案件评
查制度， 要求所有案件在归档前必须接
受评查， 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严肃究
责， 让不负责任的法官和审核领导 “脸
上挂不住”。 此外， 还开展了 “瑕疵裁
判文书评查” 活动， 每次通报都给大家
以相当程度的触动， 从而促使其更加注
重提高办案质量，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

强化效能意识， 努力把审限控制得
更科学一点。 法官办案， 必须严格遵守
法定审限。 这不仅是依法办案的要求，

也是对群众期待的回应。 实践中， 我们
坚持实施了审限内提速工程， 不断创新
工作机制。 比如， 开通了审限管理短信
督办系统， 对临近审限的案件， 及时给
相关承办人和庭长发送手机短信予以提

醒。 为防止隐性超审限现象， 规定所有
需要延长审限 、 中止的案件 ， 必须经
“一把手” 审批。 再比如， 对办案流程
节点进行了管控， 凡违反规定的严肃追
究责任。 这样一来， 大家都抢着把自己
负责的节点尽快办结， 有效缩短了整个
案件所耗费的时间 。 当然 ， 对有些案
件， 我们也区别情况， 灵活掌握， 不强
求一律。 比如， 对一些离婚案件， 有时
候拖一拖， 效果反而会更好， 我们处理
的相当一部分 “破镜重圆” 案件就是这
样实现的。 时间上如何控制为好， 总的

原则应该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眼
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
审限内能快则快 ， 当慢则慢 ， 妥善处
理， 科学把握。

强化服务意识， 努力把过程优化得
更亲和一点。 群众来法院打官司， 不仅
渴望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还希望诉讼过
程更具亲和力。 为此， 仅仅克服了冷横
硬烦等不良作风还不够， 还要想群众所
想、 做群众所需， 努力为当事人提供周
到细致的诉讼服务。 近年来， 滨州市两
级法院普遍把立案大厅改造成了诉讼服

务中心， 这不单是名称的改变， 更是理
念的更新， 促使法官更加自觉地做为民
司法的实践者。 带着这样一种理念， 我
们在便民诉讼上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

措 ，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 比
如， 为规范接待当事人工作， 在实践中
摸索出了 “三声”、 “四少”、 “五一”
的人性化办案法， 即： 接待当事人要来
有应声， 问有答声， 走有送声； 让当事
人少跑一趟腿， 少等一分钟， 少费一份
心， 少误一次工； 给当事人一张笑脸，

一把椅子， 一杯热水， 一句问候， 一个
公正答复。 这些措施， 让当事人真正感
受到了司法的温暖， 也使得诉讼过程更
加公开、 透明、 有尊严、 有亲和力。

强化平民意识， 努力把距离拉得更
紧密一点。 法院既是审判工作部门， 又
是群众工作部门 ； 法官既是司法裁判
者， 又是群众工作者。 只有法官近距离
接触群众， 才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作风的转变。 作为人民法官， 应当经
常接地气， 多到群众中去走一走、 听一
听、 看一看， 把群众的所思、 所想、 所
盼作为行动指南， 努力把每一项工作都
做到群众心坎里去。 为拉近与群众的距
离， 近年来我们着力构建了一些制度机
制， 引导法官自觉亲近群众。 比如， 针
对农村群众出门不方便、 法律知识欠缺
的情况， 我们依托人民法庭， 在全市大
力构建了 “庭、 站、 点、 员” 四位一体
的便民诉讼服务网络， 使基层群众不出
家门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司法服务。 再比
如 ， 坚持实行了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制
度、 县级领导干部带班接访制度、 新进

年轻干警接访锻炼制度等。 这样不仅使
法官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而且还提高
了自己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强化廉洁意识， 努力把诱惑拒绝得
更坚决一点 。 廉洁是对法官的基本要
求 ， 而不廉往往肇始于对作风要求不
高。 对此， 一方面， 我们坚持对干警进
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 引导干警走
“正路”。 比如， 今年我们扎实开展了廉
洁司法集中教育活动， 开设了 “道德讲
堂”， 着重加强干警社会公德、 职业道
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 “四德” 教育
等 。 这些举措 ， 意在经常给大家提个
醒， 不断强化法官不愿为、 不能为、 不
敢为的自觉性， 从而筑牢拒腐防变的道
德防线。 另一方面， 我们还注重加强廉
政监督， 引导干警不走 “歪路”。 比如，
全体干警层层签订了反腐倡廉建设责任

书， 要求广大干警充分认识到， 签了责
任书， 就是立了军令状， 要言必行， 行
必果， 说到做到， 言而有信。 再比如，
近年来我们坚持开展了司法巡查和审务

督察工作， 通过明察暗访， 及时纠正审
判执行工作中的不当行为， 使广大干警
意识到监督无处不在， 唯有始终自省、
自警、 自励， 才能真正做到干净干事、
干事干净。

（作者单位：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法苑摭言

□ 宋文明

王符，字节信，自号潜夫，安定临泾
（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著名的政论家、思
想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开创者。其代
表作为名著 《潜夫论》， 该书共十卷36
篇 ， 其中27篇谈到法律 ，《断讼 》、《述
赦》、《考绩》三篇专门讲述法律。 王符的
法律思想以儒家为主，兼采法家学说。

针对当时 “断讼” 过程中的种种弊
端，王符大声疾呼，各级司法部门必须依
法审理，公正判决，以便真正保护善人，
而使恶人不能逃脱罪责。 他在《述赦》篇
中强调：“夫有罪而背辜，冤结而信理，此
天之正也， 而王之法也。 故曰:‘无纵诡
随，以谨无良。 ’若枉善人以惠奸恶，此谓
‘剑怨以为德’。 ” 在具体听讼断狱过程
中，王符重视研究“奸原”，提出“原情论
意”的原则，要求分析犯罪的原因和思想
动机， 以便正确的定罪和恰当的量刑。
“先王谳狱，原情论意，以救善人，非欲令
兼纵恶逆以伤人也。 ”王符还主张听讼审
案应该于民方便，而不可以“扰民”、“烦
民”，这种便民惠民的做法与精神，在今
天仍具有它的价值。

王符认为，法律是“治乱之枢机”，法
律必须以“惩恶劝善、锄奸利民”为目标。
在他看来， 法律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
作用，主要源于人的趋利恶害的本性。他
进而阐述到，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么治
国断讼必须循其本性。王符认为，司法是
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 只有严格司法才
能“致太平”。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
身不能实现公平正义， 最终要靠人来操
作践行法律。司法官必须依法审理，公正
判决，以便实现“惩恶扬善”的司法目标。
王符继承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 认为
司法官必须具备良好的正直、谨慎、清廉
的司法良知。 好的司法官要“以仁抚世，
泽及草木，兼利内外，普天率土，莫不被
德。 ”邪恶的司法官“德不称其任”，“上不
顺天心，下不得民意”。

公正司法是司法官的基本要求之

一。 司法官必须养成谨慎的品质，要“战
战栗栗， 日慎一日， 克己三省， 不见是
图”， 如孔子所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王符提出“积微呈
显，积著成象”、“思慎微眇，早防未萌”。
要让那些“修身慎刑，敦方正直，清廉洁
白”、“好善疾恶，赏罚严明”的官员掌管
刑狱，如此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取信
于民，实现长治久安。 王符进而指出，治
国断讼必须选贤才：“国家存亡之本、治
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身之病，待医
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又说：“治世不
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良医”。

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克拉玛德

雷曾言：“司法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后的
法律。 ” 卡多佐大法官说：“除了法官的人格
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 ”当前，
滋养司法良知，提升司法道德，树立“忠诚、为
民、公正、廉洁”的政法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无疑是最佳营养和不竭源泉。

“法官的良知是最好的法律”，“法官
人品决定司法产品”。司法实践中，只有把
“隐形”的法官良知“显性化”，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使“虚”的法官品格培育融入
“实”的审判执行工作中，才能创造出优秀
的司法产品，为司法为民增添腾飞的“翅
膀”。 唯有如此，方能“致治安而世升平”，
即通过公正地裁判实现司法的终极目标：
维护社会和谐，保障社会安全。

正所谓，离法律越近的地方，越需要
道德；离权力越近的地方，越需要良心。
司法良知是“隐形”的，但高于一切，是司
法公正的灵魂与保障。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

王符司法学说断想
法治春秋

□ 宋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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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娟、李立：本院受理的（2012）一中知行审前字第 539 号
原告嘉里粮油（青岛）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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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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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 本院定
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8 法
庭公开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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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宇学文与你公
司、张良华、宇娉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时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林天财：本院受理原告郑福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谭龙超：本院受理原告梁志雄诉被告谭龙超公路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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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讼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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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牟田珍：本院已受理原告范福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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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赤水市人民法院

孙伟：本院受理殷德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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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兴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葛绍荣：本院受理南国峰诉你供水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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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兴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王小燕：本院受理原告王彦平诉你、王吞吞婚约财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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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西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徐加学：本院受理原告张庆兰诉你与肖加立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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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西长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判。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刘建丽：本院受理再审上诉人刘建丽与再审被上诉人高天

顺合伙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的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监督第一庭 428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按撤回申诉处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邯郸有所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邯郸市邯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成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你公

司房屋登记行政决定一案， 案号为：（2012） 邯山行初字第 1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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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崔杰生：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盛佰丰投资有限公司诉崔杰

生、宋爱哲、衡水雅美制衣有限公司小额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袁宝勤、汪国民：本院受理原告李美玲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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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老城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陈齐桂： 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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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蔡岭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都昌县人民法院

石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曹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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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9月 5日上午 9时在本院蔡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都昌县人民法院

张新宽、富裕县汇广运输车队，讷河市晟通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 本院受理徐礼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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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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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俞培官： 本院受理杨中勇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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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润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辽源矿务局综合企

业物资经销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立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3）白民初字第 4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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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白河林区基层法院
刘宏、宋治宇：本院受理李明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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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黄黎明：本院受理原告许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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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9月 16日 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罗平县人民法院

张朝京： 本院受理原告李坤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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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9月 16 日 １4 时 4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罗平县人民法院
罗平县茂丰家电有限公司、陶春茂：受理原告吴红丽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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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9月 18日 １4时 4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罗平县人民法院

江苏中北仓储有限公司、阮圣洪、储发云、陈亚平、阮思进、
翟顺财、马星荣、马飞、朱跃平、曹松柏、镇江市紫阳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博大建设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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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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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下午 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徐福康、常州康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环球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简转普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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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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