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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审制度的功能价值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提审制度是

指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上级法院对下
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将该案
件提级由自身审理的再审纠错制度。
其制度设置的初衷在于， 通过提高案
件再审审理的法院审级， 消解地方保
护主义的不当干扰， 加强对下级法院
案件的依法纠错和有效监督， 以确保
案件再审质量， 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正
义。

当前， 强化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
人民法院提审案件的作用， 对推动法
律统一适用、 实现法律有效实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有法可依局
面得到基本解决， 法治建设重心由法
律规则提供转向法律规定实施， 法律
统一适用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问题。然而，近年来“同案不同判”的
司法个案不断涌现，不仅不同法院、同
一法院的不同审判庭， 甚至同一审判
庭的不同法官之间， 就相同或者相似
案件在裁判尺度上都存在较大出入，
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 也迫使
我们亟须构建和完善有关统一法律适

用的工作机制。
而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绝

大多数案件都被下放到基层法院审

理、在中级法院终审，难以通过正常的
诉讼渠道到达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
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就难以为他们

所发现和纠正。 而提审制度恰恰为最
高法院、 高级法院提供了发现法律适
用错误、依法纠错、统一法律适用的平
台与渠道。 作为上级法院监督指导下
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诉讼机制， 它并不
受上下级法院的审级限制， 只要下级
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有

错误即可，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通过
提审案件，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可以为
下级法院审理相同或者相似案件提供

最标准、最典型的范本，向下级法院传
输对法律规定的精准理解以及分析问

题的正确思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有助于推动下级法院在处理类案时裁判

思维一致、裁判尺度统一，实现类似案件
类似处理。

二、 民商案件提审制度的规
则反思

虽然提审制度具有重要的功能作

用，但在目前的诉讼制度安排中，有关提
审的规则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提审的具体情形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民事诉讼中， 审判监督程序一般基于
三种情形而启动：上级法院依职权、当事
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 这三种情
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后， 案件的再审仍
存在上级法院提审、指令原审法院再审、
指定其他法院再审等三种情形。 而现行
法律不仅并未就哪些案件指令原审法院

再审、指定其他法院再审作出明确规定，
更为重要的是，并未就提审的案件范围、
案件类型作出明确界定， 这使得案件是
否提审完全交由上级法院自行决定。 这
种制度设计， 一方面赋予了上级法院的
自主决定权， 有利于上级法院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另一方
面恰恰也由于法律规则缺位、 具体情形
不明，导致上级法院怠于行使提审权，任
意将自己提审效果更好的案件交由原审

法院或者其他法院审理， 不利于相关案
件的公正审理、正确裁判。

提审的审理内容有待进一步优化。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 上级法院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 按第二审程序
审理， 但并未就提审的具体审理内容予
以明确。鉴于我国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
且第二审包括法律审和事实审， 这就意
味着上级法院在案件提审后， 不仅要审
查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是否存在错

误， 还要审查原审案件的事实认定以及
证据采信等问题。 这种制度设计存在两
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上级法院审查案件
事实并不比下级法院更具有优势。因为，
案件事实的审查， 往往是距离事实发生
地、发生时越近的法院，所接受的案件信
息越多，越容易查清，相反，上级法院在
提审时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往往受到时空

条件的限制，常常存在劣势。 其次，上级
法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不利于其统一司

法功能的有效发挥。根据审级设置原理，
不同审级的法院， 其功能定位存在着明
显差异，级别越低，越注重纠纷解决，级
别越高，越重视法律统一。 因此，上级法

院尤其是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加强审判
指导、 统一司法应当成为其主要的职责
使命。 而目前伴随着大量民商事案件因
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审查，涌入高级法
院和最高法院， 已大大增加了上述法院
的办案压力， 再要求他们对案件事实进
行全面审查， 无疑会使得最高法院和高
级法院将大量的时间、 精力用在具体案
件的办理上，相应地统一司法、加强审判
业务指导的功能就弱化了。

三、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制度的
机制完善

在我国四级法院组织体系中， 最高
法院位阶最高且机构唯一， 监督指导全
国法院的审判工作、 统一司法是其责无
旁贷的职责使命。 虽然最高法院指导下
级法院审判工作的方式多元、途径多样，
包括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发
布指导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组织
法官培训等，但审理案件无疑是最直接、
最明确、最有效的指导方式，因此当前应
注重完善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规则机

制。
应当明确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范

围。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的最高法院只进行法律审， 且受理
案件的规模数量较小， 以确保最高法院
统一司法职能的发挥。因此笔者建议，应
当就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范围上予以明

确限定。一方面，应当赋予最高法院就下
级法院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具有提

审选择权， 即最高法院有权自主选择哪
些案件进行提审；另一方面，应当将最高
法院提审案件的类型局限在具有普遍法

律适用意义的案件、 高级法院在法律适
用上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 高级法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高级法院已
再审过的案件以及其他不宜由高级法院

再审的案件。这五种情形，基本上体现了
最高法院监督指导审判工作、 统一司法
的两大职能。其中，前两种情形属于在法
律适用上存在问题的案件， 后三种情形
则属于将案件交原审法院不利于案件的

公正处理，社会效果不一定好，所以建议
由最高法院提审， 以加强对下级法院审
判工作的有效监督。

应当明确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审理

内容。 基于要强化最高法院提审案件对
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作用， 以及最高法
院审判资源的优化利用等因素， 笔者认

为， 应当将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审理内
容局限于对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

上， 重点审查下级法院在原审案件的法
律适用上是否存在错误、 法律程序运用
是否存在重大瑕疵等。当然，必要时为了
案件的公正处理， 最高法院也可就事实
认定、 证据采信以及法律适用等进行全
面审查。

应当明确最高法院提审案件的程序

要求。最高法院最令人尊敬之处在于，能
够将高超成熟的司法技艺与发展法律的

宏大抱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提审案件，
一方面可以使最高法院有针对性地指导

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 另一方面也通过
办案展示了最高法院高超的司法技艺，
有助于提高最高法院的权威性。因此，笔
者认为，应当加强案件提审的程序建设，
充分展示提审案件的审理过程、 裁判结
果。不仅提审案件要组成合议庭、开庭审
理，而且要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力度，注
重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示范性以及指导
性， 尤其要着重阐述判决形成的法律依
据和法理基础， 为下级法院裁判类似案
件提供样本。同时，提审案件的裁判文书
还应当在中国法院网、 人民法院报等载
体上及时予以公开， 以供下级人民法院
和社会公众学习借鉴。

应当将最高法院提审案件与指导性

案例进行有效衔接。 案例指导制度是近
年来最高法院为总结审判经验、 统一法
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推出的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最高法院所公布的 16 个指导
性案例大都是下级法院审理、申报，并经
最高法院确认的案件。 这种案例的创制
主体与确认主体相分离的做法， 使得指
导性案例的生成过于受制于地方法院，
不利于发挥最高法院统一司法的主动

性， 迫切需要最高法院成为创制指导性
案例的主体。 为此，笔者建议，将最高法
院提审的案件， 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后， 符合相关条件的直接转化成指导
性案例。 这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案例层
层申报所产生的人、财、物等方面的成本
压力，缩短案例生成的时间，提高案例的
时效性，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最高法院审
判部门对提审案件的精审细判， 可以确
保案件的充分说理、详细论证，提升案件
的审判质量， 进而提升指导性案例的权
威性与公信力， 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健
康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情】
2011 年 1 月 6 日、1 月 7 日，被

告 H 公司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借款
2000 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 时近期
限，H 公司等筹措还贷款项。同年 7 月
1 日，原告谢某通过其公司网银账户，
将 1400 万元汇至 H 公司账户。同日，
相关当事人向原告出具了一份 《借
据》， 载明的借款人为 H 公司、H 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及 D 公司。

被告李某与被告刘某于 2002 年
2月结婚。 2011年 7月 5日，李某与
刘某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称因经
济原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同意
协议离婚， 并约定将房产归刘某所有，
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若有债权
债务各人名下自行承担或享有。 同日，
该两被告在民政部门办妥离婚手续。

H公司成立于 2008年 8月，注册
资本 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第一类医
疗器械的制造、加工，股东为被告李某、
胡某和张某，对应的股份分别为 50％、
30％和 20％。2012年 7月 31日，胡某
将其 30％股份转让给被告李某，H公司
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被告李某占 80％，张
某占 20％。 同年 7月，被告 H公司在年
检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其
公司开发制造的 SET脑功能检测系统
医疗设备，因尚未取得国家注册批文而
不能买卖，所以该公司未发生销售。

原告谢某要求《借据》上列明的借款
人还款付息， 同时以涉案借款发生在被
告李某、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
求被告刘某对被告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某辩称： 其未向原告借过
款项，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某辩称： 因借款未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 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其无需对李某承担连带责任，要求
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裁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案借款虽

发生在被告李某、 刘某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但该笔借款用于被告 H 公司经
营，借款发生时被告李某在被告 H 公
司的股份为 50％，被告刘某无股份，并
且被告 H 公司的产品因未取得国家
注册而尚无销售。 同时就涉案借款而
言，现有证据也难以证明被告李某、刘
某有共同借款的合意， 或借款实际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 故涉案借款不宜认
定为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共同债务，对
被告刘某的辩称予以采信。 法院判决
被告 H 公司、 李某和 D 公司归还原
告谢某借款 1400 万元， 并自 2011 年
7 月 5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利息。

【评析】
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不仅涉及到

夫妻之间财产的调整， 更涉及到夫妻
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构建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 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时，提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
这些规则包括用途推定规则、 合意推
定规则和身份推定规则。 1950 年婚姻
法第二十四条及 2001 年婚姻法修正
案第四十一条， 都规定了凡所欠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 即可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根据 1993 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

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十
七条规定，凡夫妻双方名义所欠债务，
或者虽以夫妻一方名义所欠债务但经

过对方同意的，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
理。 但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
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能够证明属于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

外。”以举债时间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也即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作为
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 三项推定规
则在司法实践尤其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上，存在很大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债权人
根据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证明

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或者借债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 并且其收益实际用于夫
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债
权人尤其是善意债权人来说很不公正。
从夫妻内部来说， 一方根据用途推定规
则的抗辩理由很容易成立。 由此容易诱
发夫妻双方相互串通，以离婚规避法律，
逃避债务的道德风险。 而身份推定规则
将举证责任几乎绝对地分配给了否认共

同债务的夫妻一方，只有当他（她）举证
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 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取了约
定财产制的情形下， 才无需共同承担债
务。 其举证责任甚至比用途推定规则推
定中的债权人还要严苛。审判实践中，也
由 “过去更多的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
人利益”，发展到“更多的债权人与债务
人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

为消弭三种推定规则的冲突， 各地
法院也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例如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
应认定为个人债务，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
负债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经营所需
的，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债务的除外。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 债权
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

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这种
意见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为

原则，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还是没有减轻。
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关于当前
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 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要求债权人在主
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并承担举证责任。这
在私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
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同时也
会冲击社会本已脆弱的诚信体系。 有鉴
于此，又有观点提出另一种规则体系，即
以身份推定规则为原则， 以用途推定规
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予以衡平、修正，即凡
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
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在债权人起
诉， 夫妻双方均抗辩为举债一方个人债
务情形下，由夫妻双方共同举证；在举债
一方抗辩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由
其承担举证责任。 这种推定体系对各方
的举证责任作了较为合理的分配， 不至
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案审理中， 法官正是根据这种体
系，在李某坚持借款非其个人 ，而为 H
公司行为的情形下， 将举证责任分配给
刘某。刘某提供的 H 公司的工商登记资
料证明该公司因研发的医疗设备尚未取

得批文而未有销售业务。 无销售即无利
润，李某未将其在 H 公司的经营所得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 故刘某无需承担还款
责任。根据《借据》上相关被告的签名、盖
章方式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认定涉案
借款的债务人为被告 H 公司、李某和 D
公司，判令相关被告共同还款付息。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情】
2009 年 12 月 29 日，原告成某

在被告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

了一辆轿车， 采用的是个人汽车消费
信用贷款分期付款的方式， 贷款期限
为 36 个月。 2010 年 1 月 5 日，成某
支付保险费给被告为该车购买了交通

强制保险和一般机动车辆保险， 投保
的险种包括车辆损失险、 第三者责任
险、盗抢险、不计免赔险和自燃险，保
险期间自 2010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11 年 1 月 5 日止， 成某共支付保
险费 5137.39 元。 同日，成某在汽车
销售公司预存了 2011 年车辆保险费
4800 元， 汽车销售公司为其出具了
收据。 2011 年 7 月 1 日，成某的丈夫
王某驾驶该车辆与秦某驾驶的轿车相

撞，造成秦某和另一乘坐人李某受伤、
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的交
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王某和秦某应承
担事故同等责任，李某不承担责任。成
某为维修该车共花费 31400 元。事故
发生后， 成某在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

司， 但是保险公司回复该车 2011 年并
未投保。成某认为，她在购车时已经按汽
车销售公司的要求足额交纳了保险费，
汽车销售公司收取了保险费， 却没有为
其办理相关的保险手续， 造成自己无法
按照保险合同享受相关权益， 汽车销售
公司对其造成的损失理应承担责任。 成
某为此诉至法院。

【分歧】
该案中， 被告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应

该为成某购买的汽车办理相关保险手

续， 成为判断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与
否的关键。对这个问题的认定，可以归结
为双方是否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

系。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不存在委

托合同关系， 被告无需为原告办理相关
保险手续。 原告在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
的情况下上路 ， 且在交通事故中承担
50%的责任， 说明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
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原、被告未签
订书面委托合同， 但原告在购买车辆时

向被告预付了 2011 年车辆保险费，被告
为原告出具了收据， 应认定被告接受了
原告代办保险事务的委托，原、被告已成
立委托合同关系。 被告没有按照约定为
原告购买保险， 也未将有关情况告知原
告，显属不当，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第一， 该案中的委托合同是以推定

形式成立的合同。 推定指行为人不直接
用口头或书面语言形式进行意思表示，
而是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来进行意思表

示，又称“作为的默示”。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从双方从事
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

愿的， 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
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 其
法理在于， 一个人的行为在特定场景下
依社会常识及人之常情， 是能够推断出
其行为的意思的， 于是法律就确认了这
种合理的推定效力。 该案中，2010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11 年 1 月 5 日止的保险
就是原告支付保险费给被告， 由被告为
其办理相关保险手续的。 原告有理由认
为其预付 2011 年车辆保险费的行为同
前行为一样。 所以，原、被告形成事实上
的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 汽车销售公司不愿为原告办
理相关保险手续的， 应及时以明示的方
式通知原告。我国合同法规定，委托人或
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但是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应以明示的方法通
知他方， 该通知自到达对方当事人时生
效。 该案中， 被告汽车销售公司在原告
2010 年 1 月 5 日交付了保险后，为其办
理了 2010 年 1 月 6 日至 2011 年 1 月 5
日的保险手续 ， 被告收取原告预付的
2011 年车辆保险费，可以视为被告自愿
为原告办理相关保险手续。其后，被告不
愿办理的，理应及时通知原告，但被告未
及时告知， 造成原告无法按照保险合同
享受保险赔偿，显属不当，应该承担赔偿
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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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WEI YUAN: 本院受理原告张玉丽诉你方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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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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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 本院定于 2014 年 1 月 7 日 9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蛇口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陈爱国： 本院受理原告雷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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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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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方荣：原告林相利与你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台临民初字第 729 号案件
的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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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交通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徐成进：本院受理原告张纯华诉被告徐成进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
第 951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30日， 开庭时间定于 2013年 12月 2日 14时 30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七楼第十五审判庭，请准时到庭。 逾期则依法裁
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石安芬： 本院受理原告张天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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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风险提示书、（2013） 文民一初字第 1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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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苏洪平、刘启乾：本院受理的重庆渝永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与成都龙泉平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苏洪平、刘启乾以及重
庆渝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申字第 317号民
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秦皇岛市浩希船舶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天船国际
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公司、韩少杰船舶配件供应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津海法商初字
第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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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韩少杰：本院受理天津天船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诉你与
秦皇岛市浩希船舶设备有限公司船舶配件供应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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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陈田富：本院受理原告周金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永法民初字第 00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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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吴锦忠： 本院受理原告汪进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惠民初字第 891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 2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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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惠安县人民法院

刘卓捷：本院受理的刘利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萨友民初字第 311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刘利辉预付款 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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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
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贾晶：本院受理的韩士国诉你与姜万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萨友民初字第 47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判决
驳回原告韩士国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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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
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尤春灿：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高崎机场海
关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尤春灿行政处罚一案， 已审查完毕。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厦执审字第 4 号行政裁定书。
裁定：一、本院依法予以强制执行；二、被执行人尤春灿须于收
到本裁定书五日内缴纳罚款 122000 元整；三、被执行人尤春灿

在上述期限内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本案执
行费人民币 1730元，由被执行人尤春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转梅：本院在执行徐元宁申请执行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
院 （2011） 复民初字第 3396 号民事调解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通知书
载明：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应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如下义务：1、给付申请执行人材料款 239385 元；2、向
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3、向本院交纳申
请执行费 3500元、案件受理费 1500元、公告费 300元。 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曹光雷：本院在执行邯郸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郝村信
用社申请执行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2011）复民初字第 1639
号民事调解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通知书载明：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2日内，应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如下义务：1、给付申请
执行人借款 45 万元；2、 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债务利息。 3、向本院交纳申请执行费 6650 元、公告费 300 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程绣锦： 本院受理陈金贵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宽执字第 944 号执行案件立案通
知书、限期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日内应自动履行（2013）宽
民初字第 783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山西新发展汽车物流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晋中银
宝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3）榆商民二初字第 5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榆执一字第 628 号执行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付艳平： 本院受理申请人执行人赵彩云与你和张永红民间借

贷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中执字第 62--
2号执行裁定书。 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张永红、付艳平所有的位于
中阳县宁乡镇卧龙岗 11号上下二层十间房屋（包括附属物）。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中阳县人民法院

王安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任国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中执字第 71--3 号执
行裁定书。 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王安林所有的位于中阳县磁窑
会 222号的平房四间。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中阳县人民法院
温州珍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黎明、丁蔚、汤建军、黄军坚：

本院受理（2013）温瓯执字异第 22号案外人马维亚执行异议一案，
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该案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中止对坐落于
温州市城市中心区 A19号 A地块华夏公寓 601室房屋的执行。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此裁定不服，认为据以执
行的原生效法律文书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认为与据以
执行的原生效法律文书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李义渊（护照号 YP2048304）：本院受理符长青诉你买卖
合同一案，申请执行人符长青申请执行（2012）绍商外初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绍执民字第 972 号
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后 1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浙江]绍兴县人民法院

王红军：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波与你、李财富、魏新红之间
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2012）晋仲裁字 14 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晋城仲裁委员会

枣庄市蔡氏商贸有限公司：申请人王情林已就与你方签订
的《租赁合同》中所产生的争议向本会递交了申请书，本会已根
据该合同项下的仲裁条款予以受理并已作出了裁决。 请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领取■庄仲裁委员会（2012）枣仲裁字第
179号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已送达。 枣庄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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