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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真善美”

著名学者吴经熊说：“法律的最高理想是
正义，正义以真为基础，以善为目的，以美为本
质。 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和审判眼光去仔细衡
量，然后才可求得理想的公平。”我国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前主要的
问题是法律的实施问题。法官的司法活动是一
种实践性、经验性、知识性、技术性很强的法律
职业工作，法官要按照立法的精神和原则创造
性地适用法律，将“真善美”作为司法裁判的三
重维度， 在司法的过程中不断问真、 向善、求
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真是客观事物及其固有的规律性，追
求真， 要求人们的实践活动合乎规律性。
“法度者，正之至也”，真是法的本质属性和
重要价值， 司法裁判的一个根本内容和目
的就是对真的不懈追求和不断确认。 “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切法的实施
的根本原则，也是法官司法的根本准则。 裁
判结果是否准确， 取决于法官对案件事实
的认识和对法律的适用。 裁判结果之正确，
一是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正确， 使法
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统一确保事实清楚，
严把证据关确保证据确实充分； 二是要求
法官对案件正确定性，正确适用法律，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 法官在执法办案
中，要遵循司法审判的客观规律，以实体公
正和程序正义为核心，努力发现真相，使法
律事实无限接近客观事实， 进而实现定分
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善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追求的有用或

有益于自身的功利价值， 体现了人类实践
活动目的性。 西方法谚有云：“法乃善良与
公正之术”。 善本身是司法根本内容和高层
次要求，但“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的公
正”，公平正义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司法活动。 司法要通过个案的审判发挥
正能量，通过司法行为惩恶扬善，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呵护人们的善言善行。 我国司法
具有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司法“善”的维度
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把百姓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 把对百姓的朴素感恩之情自觉
升华和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司法的崇高

精神境界和实际行动，在作风上亲民，在实
体上护民，在程序上利民，在措施上便民，
为当事人提供便捷、优良的司法服务，让当
事人感知司法亲和力。

美是体现社会生活本质、规律，能够引
起人们愉悦情感的具体形象， 追求美就是
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注重规律性与目的性的

统一。 法规范人们的行为， 衡平人们的利
益，是社会的“美化剂”。 法官不是一个投入
案件事实产出法律文书的自动售货机，也
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法匠， 而是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的“美的使者”。 在法治社会里，
法官既是法律规则的看护人， 又是法律规
则的实践者，法官应是具有强烈主体意识、
又具有娴熟的司法技能与技巧的职业法律

家。 法官要通过司法技能和技巧来均衡当
事人的利益， 修复当事人之间业已受到损
害的法律关系， 促进人与人之间真与善的
表达，促进法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
司法过程中，法官要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明之以法，要寓教以审，启发当事
人的自觉性，通过办案追求天理、国法、人
情互为圆通的和谐境界， 体现天人合一之
美。

真是美的基础，善是美的灵魂 ，美是
真与善的结合。 司法之“真”强调司法的规
律性，司法之“善”强调司法的目的性，司
法之“美”强调司法的审美性，真、善、美三
者既不能相互取代，又相互关联，三者协
调一致，成为法官司法办案的内在指导理
念，也是法官司法办案不懈努力追求的价
值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

□ 徐小飞

法路心语

司法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宽容：多元风险社会的法律美德
———解读考夫曼 《法律哲学》 中的宽容原则

□ 牟治伟

法者， 非从天下， 非从地出， 发乎人间， 合乎人心而已。
———慎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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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茶语

□ 吴荣鹏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风险社

会，各类新生事物异态纷呈，各种思想
观念杂出其间， 由于事务的复杂性以
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法律在调控
社会方面并非完美无缺。 面对现实中
的一些疑难问题， 法律只有承认其自
身的不足， 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纳
和容忍各种意见、 怪癖和异议的形成
和发展， 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自由
发展的空间， 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
一步发展和人之独立自主个性的形

成。因此，宽容便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
伦理要求和重要法律美德。 宽容的法
律， 有利于多样化的社会和具有独立
自主精神的个体的形成， 而多样化的
社会和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个体的形

成，则进一步地培养了宽容的态度。这
种宽容的态度，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条
件，更是法律发展的源头活水。德国久
负盛名的法哲学家考夫曼在 《法律哲
学》中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开拓性思考，
他从法外空间说、 反面功利主义说以
及真理与自由的关系三个维度对法律

与宽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 宽容
促进了法律的发展， 法律的发展则进
一步地促成了宽容。笔者认为，考夫曼
法律哲学中的宽容原则， 主要体现在
法外空间说、 反面功利主义说以及真
理、自由与宽容的关系上。

法外空间说

所谓法外空间， 是指法律秩序对人
类的某种特殊行为不作评价， 由行为人
根据其内在的道德、良知、宗教等自行作
出判断，并自行负责其行为的正确与否。

现存法律制度的普遍性将 “法外
空间”排除在外，将人类的行为评价为
合法与违法两种形态，不是“合法而为
法律所允许”，便是“违法而为法律所禁

止”。 考夫曼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有
些行为方式， 在理性上既不能评价为合
法，也不能评价为违法。 由于现代社会是
一个建立于宽容、 多元基础上的风险社
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面
对一些复杂性的案件时，法律必须保持一
种宽容的态度，对一些悲惨的危难案件保
留评价，由当事人依据其内在的道德良知
去自行作出决定，法律容忍和尊重她所作
的抉择。 例如，在处理美国堕胎者的案件
中，禁止堕胎者从宗教、传统道德的角度
进行考量，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即构
成谋杀，而主张堕胎自由的人则从尊重和
保障妇女的隐私权、生命权、健康权、自由
权进行考量， 认为胎儿的生命始于出生，
未出生时在法律上即不是完整意义上的

人，况且“我的身体我做主”，法律不允许
堕胎是对妇女人权的践踏。主张禁止堕胎
者和主张堕胎自由者双方各据其理，互不
相让，面对这种伦理的两难，法律不应简
单地作出合法或违法的评价，而应对此行
止放弃评价， 由行为人根据其内在的道
德、良知、宗教去自行作出决定，法律尊重
和容忍她的抉择。

法外空间说正是建立在此类复杂的

社会事务之上，法外空间说要求法律对相
关行止放弃评价，实质上是要求法律以宽
容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上出现和发生的一

些悲惨案件。 宽容的法律不是无所不包、
唯我独尊的法律，而是知道其行为界止之
所在，并以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为自身力
量所不及的领域留有余地的法律。

反面功利主义

反面功利主义是相对功利主义而言

的。 传统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处在快乐
和痛苦两位主人的统治之下，判断某一行
为之善恶就是根据其所引起之苦与乐的

大小程度来衡量。 如果某一行为能够增加

当事人的幸福，那么就应该赞成该行为，如
果该当事人是个人，那么功利原则就旨在
增进该人的幸福；如果该当事人是社会，那
么功利原则便关注该社会的幸福。 而社会
利益只是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

总和。 功利主义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作为判断行为是非的标准。

然而，批评者指出，（1）功利主义的
“幸福”无法普及和量化，因为幸福作为
一种主观感受， 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
是不同的；（2）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
数人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意味着为了
多数人的幸福，允许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甚至将少数人作为促进多数人幸福的工

具来使用；（3）功利主义以结果来证明其
行为的正当与否， 如果该行为最终被证
明取得了好的效益， 那么该行为就是正
确的，否则即是错误的。这种判断行为正
当与否的标准， 必将使所有善良而无法
产生效益的行为沦为非正当。

基于功利主义的以上缺陷， 有人提
出了一种反面功利主义的学说，即“只要
可能有不幸， 且尽可能避免许多人遭受
不幸，就适用功利论”。 由于人的不幸诸
如痛苦、贫困、疾病、饥饿、无屋住、缺少
教育、遭遇灾难等，一般而言都是清楚明
确的，每个人都致力于避免此类不幸，因
之此类不幸也能够普遍化。 正义的最高
要求就是通过消除不幸的方式来减少人

们遭受的苦难。
考夫曼认为，“公益正义必须以此种

方式追求， 尽可能消除或减轻现存之苦
难，不制造可避免的苦难，减少不可避免
的苦难， 且尽可能不加诸社会个别成员
身上。 ”在此基础上，考夫曼得出了宽容
的无上命令：“应如此行为， 使你行为的
后果是可忍受的， 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
苦难。 ”正义并不是要赐福于人类，因为
幸福无法普遍化， 正义只在于减少人类

的不幸和痛苦。因此，法律的目的不是要
增进人类的幸福， 而是为人类能够幸福
地生活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 并尽可能
地减少人们遭遇的痛苦和不幸， 而这正
是宽容的无上命令。法律与宽容，都是从
反面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 以最大可能
地避免和减少人类的不幸为目的。

真理、自由与宽容
宽容是孕育真理和自由的土壤。 无

疑地， 真理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经过自
由的讨论和辩解才能够得以呈现， 必须
为所有意见的发表提供一个自由展现的

机会。因为，正如密尔所说的，“迫使一个
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它对整个

人类的掠夺， 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
是一样， 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
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 假如那意
见是对的， 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
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
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

益， 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
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

生动的印象。 ”
由于我们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每个人

都有可能犯错，每个人的意见亦很难是或
者从不是全部真理，因此在对待他人发表
的意见时，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
度。 否定一个意见的发表，就是假定了我
们自身的不可能错误性。只有宽容的态度
才能够容忍各种意见和异见的发表，也只
有宽容的态度才能够接受各种声音的质

疑、批评、辩驳。检验一种意见是否为真理
的最好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的自由市

场， 让大众来接受是否要接受其为真理。
“在每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题目上，真
理却像是摆在一架天平上，要靠两组互相
冲突的理由来较量。 ”

考夫曼认为，唯有宽容的人适合在复

杂事务上有所行事。 一个宽容的人明白，
他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所掌握的资讯是有
限的，他的见解也可能是错误的，别人可
能有比他更丰富的知识， 更多的资讯，更
好的见解。 所以，宽容的人能够开怀地面
对一切，对一切复杂事宜和各种新情况始
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倾听不同的声
音，接纳各种新的见解和意见。 宽容意味
着包容异见、容忍异见，让各种思想和观
点都有展示自身的机会；宽容意味着承认
自身的可错性，正因为每个人的理性都是
有限的，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尊重和容忍他
人的不同意见和见解；宽容还意味着一种
高度的精神自由和形成确定意见的能力，
因为只有思想自由的人才能够虚心地接

受他人的批评和质疑； 宽容还意味着，在
面对变动中的世界时，永远保持一种开放
的态度去接纳一切。 正是这种宽容的态
度，培育了自由精神，扩充了真理产生的
空间。 法律，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形成
独立自主的个性为目的。 因此，法律需要
呵护这种宽容的态度，需要保障这种宽容
的态度得以形成的自由。法律促进宽容的
态度，宽容的态度促进法律的发展。 在一
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一个开放、多元、复
杂的世界， 法律必须保持一种宽容的态
度，才能将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利益涵
摄其中， 从而推动社会朝着更加自由、文
明、理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习近平指出，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
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司法文化是
以政法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司法公正、
文明等本质属性为依托，以法官为主体，
以司法过程为载体， 在审判活动中形成
的文化形态。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公民
民主权利意识觉醒、 大力提升司法公信
的时代背景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
司法文化建设、推动司法文化发展，关键
是如何认识司法文化的地位作用、 如何
对待传统司法文化和外来司法文化、如
何建设司法文化， 简单地说就是提升司
法文化自觉、增强司法文化自信。

司法文化自觉本质上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 其一要始终保持对司法文化意
义、作用、地位的深度认同。 司法文化是
司法文明进程中的灵感迸发、情感表达、
观念创新和价值追求， 始终以一种无形
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司法意识、 司法观
念、司法信仰、司法态度、司法制度的发
展。法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司法文化对
法治发展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广泛而深刻， 司法文化越来越成为司法
公信力的重要源泉， 成为法治文明进步
的重要因素， 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支撑。 应该认识到司法文化具有指
导、引领、推动法治发展之力量，更有提

升司法公信之功效， 法治文明的发展
进步离不开司法文化。这样的认识，对
每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应当是一种 “自
意识”而不是“被认同”，并且是对司法
文化本真意义和内在含义的深刻认

识、深度认同，这才是高度司法文化自
觉。

其二要牢固树立对司法文化建

设、发展、进步的责任担当。 司法文化
自觉不只是内在意识上的自觉醒悟，
还应当是实际行动上的责任担当。 司
法文化是在长期的延绵不断的建设中

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论哪个国家
的司法文化，都有一个点滴积累、长期
积淀的过程， 因而对司法文化的责任
担当理所当然要包括参与司法文化建

设，推动司法文化发展，引领司法文化进
步。在当代，每一个法院工作人员都应当
成为这个国家司法文化的建设者、 创造
者、传承者。然而，司法文化发展的历程，
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向前的过程， 而是
一种充满了曲折和艰辛的螺旋式上升过

程， 决定了司法文化进步推动者需要有
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应该是一种用
先进司法文化引领法治进步的责任担

当， 是一种永续传承优秀司法文化的责
任担当， 是一种让全体人民共享司法文
化发展成果的责任担当， 是一种为让每
一个公民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创造司法文化环境的责任担当。
司法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司法文化

生命力的信念信心。 首先是正确地对待
自己的司法文化， 也就是对自己国家的
优秀司法文化传统秉持应有的礼敬和自

豪， 对自身司法文化生命力量和司法文
化发展前景抱有坚定执著的信念。 我国
传统司法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伴随
着法律的产生， 我国传统司法文化萌芽

于上古，滥觞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汉，
成熟于隋、唐、五代，沿袭于宋元，直到清
末外敌入侵，在坚船利炮之下西法东进，
作为外部表现形式的传统法律制度逐渐

式微以至衰落， 但作为内部核心要素的
传统司法文化却得以传承下来。 我国传
统司法文化具有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的
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理
念；皇权至上，法政重合的外部表现；哀
矜折狱， 谨刑慎罚的一贯主张； 以和为
贵，追求无讼的理想境界；重公轻私、诸
法合体的典型特征。 对待我国的传统司
法文化， 需要理性审视， 要用辩证的思
维， 理性地对待传统司法文化的优劣得
失，在反思中学习；要有历史的眼光，把
传统司法文化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

来认识和展望，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
汲取经验和教训；要有时代的内涵，打造
既具有丰富的传统司法文化内涵， 又体
现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当代法院文化。

其次， 西方司法文化是人类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我国司法文化发展，

需要读懂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

想史两部法律思想史。 从柏拉图与亚里
思多德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 到古典
自然法学派对人性善恶及正义的理解，
以及霍姆斯大法官奠定的美国法律实用

主义等等， 法哲先贤的思考往往可以穿
越时空。 将相近时代的中西法律思想作
对比，会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比如
古典自然法学派倾向于人性善的观点与

儒家传统的性本善是相通的， 柏拉图的
早期观点类似于儒家的德主刑辅。 这些
法律思想虽然离我们看似遥远， 却能对
司法行为有所启迪。 在推动司法文化发
展过程中， 应当始终坚守我国司法文化
立场，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要求，
吸纳西方世界法治文明之优长， 采撷西
方司法文化之精华，经过转化再造、创新
创造，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司法， 这才是在充分的司法文化自
信中实现我国自发文化发展的根本之

道。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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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树奇：本院受理天津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及崔
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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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杜世雯、厦门市贤础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厦民
初字第 21 号原告苏振扬与被告杜世雯、 厦门市贤础贸易有限
公司与你们有关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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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世雯、厦门双兆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厦民初
字第 19 号原告林秀最与被告杜世雯、 厦门双兆商贸有限公司
与你们有关的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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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洪英诉你、青海贤
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贤成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创新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黄贤优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恢复审理通
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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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7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禹旭：本院受理原告绥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被告
绥宁县锦绣长城大酒店、张建新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绥
宁县人民武装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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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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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21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达君、姚惠芹：本院受理罗金凤诉吴达君、姚惠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须知、权利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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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庄强金属物资有限公司、 江阴鑫品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吴林华、张玉兰、刘芳招、周秋玲、戴继州、戴菊云、吴孙针、
周新姜、刘延珍、连发兰、江苏鑫品金属物流有限公司、江苏皇
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阴鑫品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你们（单位）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开庭时间定于送达之日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毅武：本院受理周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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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燕华、张永仙：本院受理原告马会仙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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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六楼三十四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李燕华、张永仙：本院受理原告马明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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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六楼三十四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李燕华、张永仙：本院受理原告张乔义诉你二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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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六楼
三十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云南庚欣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石化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一）（二）、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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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蒋利平：本院受理原告昆明安信鼎立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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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板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马伟平：本院受理原告云南力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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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许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嵩明县人民法院
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鸡西北方制钢有限公司、沈阳宇

晨创新重工有限公司、鸡东北方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东钢
国贸有限公司、周波、冯颖、沈阳金属材料总厂、延吉东方创新
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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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章前进、盱眙泗洲兴业担保有限公司、江苏章氏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章氏企业盱眙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利
锋、王卫锋与被告章前进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副本， 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管辖权异议上
诉状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内。 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0内。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王毯毯、武松林：本院受理原告夏学雷诉被告王毯毯、武松
林、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王毯毯、武松林长期在外，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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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简转普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和三十日。 并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 9 时 30 分在义乌市
西城路 88 号事故中队二楼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届时被
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上海正誉工业炉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上海悦
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你公司、L.F.T.E.(USA)，INC. 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申
字第 165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L.F.T.E.(USA)，INC.：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上海悦星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上海正誉工业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
申字第 1650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个月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晨华通（大连）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大
连新高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申
字第 1659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林积育：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基山、张白华与你、被上诉人洪
安恬民间借贷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四终字第 43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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