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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12 日电 （朱
峰 刘树奇） 记者 12 日从河北省检察
机关获悉，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河北省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日前由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刘
富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经查， 2003 年至 2012 年间， 刘富

成利用其担任河北省赤城县县委副书

记 、 县长 ， 沽源县县委书记的职务之
便， 收受他人贿赂， 其中现金 738 万余
元及金条 4 根 （合计 400 克 ） ， 且有
556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 上
述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此案由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石家庄

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查办 ， 石家庄市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 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 刘富成犯受
贿罪 ，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 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 70 万元； 犯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 ，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 决定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 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 70 万元。 刘富成当庭表示悔罪服
判不上诉。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法院对一起非法入侵医院计算机系统并

大量下载医生用药信息的案件作出判

决， 两名医院工作人员因犯非法获取计
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从 2013 年上半年开始， 上海一家

知名三甲医院发现， 不断有人非法侵入
该院计算机系统， 并大量下载数据库中
的数据。 同年 7 月 2 日清晨， 工作人员
通过技术手段， 在该院一处停车场发现

一名男子正坐在轿车内使用笔记本电脑

下载数据。
经调查， 该男子系医院设备科员工

乐某， 在其电脑上存有包括门诊员工的
账号和密码 、 住院部员工的账号和密
码、 所有药品的品名和每月用量等在内
的大量信息。 乐某供述， 其与该院药剂
师王某合谋非法获取医院内部数据， 整
理出其中的处方信息后， 由王某出售给
有需要的医药代表以牟取暴利。 7 月 12
日， 警方在王某的住处将其抓获。

经查，2011 年， 王某与乐某商议侵
入医院计算机系统获取药品使用信息后

出售。 此后，乐某每月都会使用其短期借
调该院信息中心工作时掌握的数据库用

户名和密码， 登录医院计算机信息系统，
并通过擅自编制提取数据的专用软件，非
法侵入医院数据库下载信息。乐某会根据
王某提供的药品清单整理出统计信息，
再由王某出售给医药代表。 两人共获利
1.15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乐某、王某结伙非法
侵入医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并获取数据，
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应依法予以刑事处
罚。 鉴于两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当庭认罪，并退赔了全部违法所得，法
庭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汤峥鸣）

“合适成年人” 参与诉讼制度主要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代理人无

法到场的情形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四百六十六条规定 ： 人民
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在讯问和
开庭时， 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
代理人到场。 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 不
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 也可以通知未成

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 所在学校、
单位、 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 并将有关情况记
录在案。

推行 “合适成年人” 参与诉讼， 确
保讯问、 审判活动都有肩负保护未成年
人责任的成年人在场， 可以有效防止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发生 ； 同时 ，
“合适成年人” 可以通过沟通， 祛除未
成年人的焦虑、 害怕、 迷茫情绪， 帮助
其树立改过自新的信心， 有利于对犯罪
的未成年人实施矫治。

婚内竟然不知前夫是千万富翁

离婚女子再诉分割财产获支持
冒充亲属打电话骗钱
重庆一男子被判徒刑
本报讯 一名男子冒充受害人亲

属进行电信诈骗 ， 骗得 78.3 万元 。
日前， 重庆市潼南县人民法院对这起
诈骗案进行宣判， 判处被告人胡某有
期徒刑十年零四个月， 并处罚金 3 万
元。

法院审理查明 ，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 ， 胡某先后在广东
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 利用手
机向居住在重庆市潼南县、 梁平县、
垫江县等地的李某、 周某等 62 户居
民家中的座机打电话， 分别冒充自己
是对方的亲属， 谎称自己因涉嫌犯罪
被公安机关抓获 ， 需要拿钱才能释
放。 在取得对方信任后， 胡某又假扮
公安机关执法人员， 分别向其提供自
己非法获得的银行账户， 欺骗对方汇
款。 胡某共骗得李某、 周某等 62 人
共计 78.3 万元。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
追回赃款 55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胡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的方法 ，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遂作出了
如上判决。 （白 梅）

本报讯 为确保对方按约付款，
卖家在出售的机器上设定自动锁机密

码， 结果却因无法一次性解密而被告
上法庭。 近日，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审
判决被告新科公司返还原告百利公司

货款 59.5 万元。
2012 年 6 月，百利公司经他人介

绍， 向新科公司购买 8 台电脑横编织
机，总价为 70 万元。 百利公司付清货
款后， 新科公司立即将 8 台电脑横编
织机运送到百利公司， 并由技术人员
指导吊运安装后交百利公司使用。

2013 年 9 月 ， 上述电脑横编织
机在生产过程中陆续出现自动锁机现

象， 机器显示屏显示 “使用权限已到
期” 字样， 并进入锁机状态。 次月，
新科公司对机器进行了解锁， 但解锁
后不久又出现自动锁机现象。 百利公
司要求退货， 引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百利公司按
约付清了货款， 依法取得了涉案机器
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被告新科公司不
得在所售设备上设置自动停机密码，
已设置的， 应当及时解除， 如被告新
科公司不能解密， 将导致原告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故原告要求退回所购电
脑横编织机 ， 并由被告按总价款的
85%退款 59.5 万元的诉讼请求， 依法
应予支持。 （梁文珠 刘昌海）

卖家设置锁机密码
无法解密成为被告

被告新科公司在出售的机器中设

置自动锁机密码， 但是其在买方已经
付清货款的情况下未能提供一次性解

密服务， 侵犯了买方对机器的所有权
及使用权。 承办法官提醒企业及其他
商事主体， 如果为促使买方按约付款
而确需在机器中设置密码， 应确保在
对方付清货款后能够及时地提供一次

性解密服务。 另外， 在双方发生买卖
合同关系时， 卖方还可以要求在合同
中约定所有权保留， 以维护己方合法
权益。

■法官提醒■

本报讯 离婚后才发现前夫竟然是

一个千万富翁， 女子一怒之下将其诉至
法院。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离婚财产分割纠纷案， 判令对原
告崔萍和被告张大伟离婚时未处理的财

产进行分割， 张大伟给付 1800 万元。
原告崔萍与被告张大伟原系夫妻

关系 ， 婚内生有一子 。 张大伟在深圳
与人合伙做生意 ， 并贷款 150 万元在
北京西三环买了一套复式住宅给崔萍

和儿子改善居住条件。 2010 年的一天，
张大伟从深圳打来电话 ， 说生意做赔
了 ， 实在无力负担每月高额的房贷 。
2011 年， 因拖欠按揭款， 崔萍被银行
起诉至法院 。 张大伟对崔萍说 ， 他会
想办法借钱堵上这个窟窿 ， 把剩余的
房贷一次性还清 ， 但是崔萍必须和他
离婚， 这样债主只能找他一个人要钱，

不会连累崔萍母子。 2012 年初 ， 崔萍
起诉离婚 。 经法院调解 ， 双方就子女
抚养及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了协议 ： 双
方认可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 ； 双方认
可名下仅有一套房产归崔萍所有 ； 双
方认可名下无有价证券、 股票、 债券、
基金等 ； 双方认可除房屋贷款外 ， 均

无其他债权债务。
2012 年底， 崔萍偶然得知 ， 张大

伟在深圳的公司生意做得非常大， 持有
价值上千万元的股票 ， 还拥有多处住
宅、 别墅等房产。 崔萍将张大伟起诉至
法院， 要求按照 60%的份额分割离婚时
尚未分割的股票、 存款、 房产等夫妻共

同财产共计 3000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 截止到离婚当日，

张大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账户及深圳分公司账

户内拥有股票价值为 1000 万元。 张大
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深圳购房 5
套 ， 并于离婚前夕全部出售 ， 所得款

项近 2000 万元。 最后， 法院判令对崔
萍 、 张大伟离婚时未处理的财产进行
分割 ， 张大伟给付崔萍股票折价款 、
公司股权折价款 、 房屋变现债权折价
款共计1800 万元。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海宣）

承办此案的法官说， 离婚时未处理
的财产， 离婚后仍可要求分割。 根据婚
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离婚后， 一方
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起诉要

求分割的， 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
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 应当依法予以分
割。 当事人依据该条款请求再次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 该两年
从当事人发现尚有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

产的次日起算。 本案中， 崔萍在离婚后
才知道张大伟的真实财产状况 ， 经查
实， 股票、 债权等确属离婚时未作处理
的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按照婚姻法的相

关规定， 离婚后仍然可以要求分割。
该法官同时指出， 离婚时隐瞒财产

状况的，可以少分或不分。婚姻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

卖、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
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夫妻共同财
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 ， 可以少分或不
分。”本案中，张大伟在离婚时未将股票、
债权的情况告知法庭，具有隐瞒财产的
行为，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诉讼中崔萍
要求按照 60%的份额分割财产， 有法律
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连线法官■

离婚时未处理财产 离婚后仍可以分割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两起利用 “钓鱼网站” 盗
窃网上购物消费者钱款的案件， 两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和四年零

六个月。
2012 年 3 月 23 日， 被害人李某在

淘宝网上购物时， 被自称为卖家的被告
人林某告知付款未成功。 李某随即点击
了林某提供的一个链接， 该链接是一个
“钓鱼网站”。 林某通过该网站， 将李某
银行账户内的 39 万元盗划至广州某科
技公司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设的账户

内。 后林某使用盗窃的赃款购买了共计
12 万余元的腾讯 QQ 币等游戏点卡 ，
并将购得的游戏点卡在淘宝网低价出

售， 套取现金。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林某犯盗窃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
与李某的经历相似 ， 2011 年 7 月

15 日晚， 秦某在淘宝网上购物， 发现
一个自称做代购的卖家信息 ， 并与其
取得联系 。 秦某决定购买两只爱马仕

牌皮包， 价格总计 19.8 万元。 该销售
信息系被告人罗某发布的虚假信息 。
罗某诱骗秦某将购包款 19.8 万元转入
支付宝平台 ， 并通过钓鱼网站盗取了
秦某的淘宝 、 支付宝账户及密码 。 后

又利用盗取的账户和密码 ， 登录秦某
的淘宝账户， 向支付宝平台确认收货，
致使支付宝平台将货款 19.8 万元划入
被告人罗某及廖某 （另案处理 ） 等人
控制的银行卡内 。 后被告人罗某及廖
某分多次通过在线支付或提取现金等

方式， 将上述钱款占为己有 。 2012 年
6 月 ， 被告人罗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

法院经审理， 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
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潘静波）

上海二人借“钓鱼网站”盗窃被判刑
法院向淘宝网发出司法建议

通过对案件的审理， 上海一中院认
为， 目前网络购物中资金安全的保障措
施尚不完备， 存在消费者个人信息和交
易记录时有泄露、 淘宝网店注册审核不
够严格等问题。 为加强网络交易安全管
理， 防范 “钓鱼网站” 攻击， 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上海一中院向淘宝网发出
司法建议。

法院建议， 淘宝网在今后应加强对
消费者个人信息及交易信息的保护。 信
息泄露是钓鱼网站案件频发的重要诱

因， 淘宝网应提高信息安全防护水平，

制定和完备应对信息安全威胁的预案。
规范和完善淘宝网店的准入审查和

日常监管机制。 认真审核相关主体的身
份信息和资信状况， 在必要时适当提高

保证金门槛， 引导、 敦促淘宝商家适时
进行工商登记， 将其纳入正常的监管轨
道。

做好对消费者的风险警示， 扩大保

险机制的覆盖范围。 做好网络知识普及
和支付风险防范的宣传工作， 敦促消费
者在付款前安装拦截软件、 核对网站域
名以及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个人的淘宝及

网银账户等。 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面，
逐步将普通的支付宝交易纳入承保范

围， 使消费者在付款时可以自由选择是
否同时选购财产保险。

司法建议：强化网络交易安全管理

兴国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
村支书作为“合适成年人”参加庭审

本报讯 近日，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
法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 首次引
入 “合适成年人” 参加案件审理。

现年不满十八周岁的张某曾因犯盗

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
一年。 2013 年 5 月， 尚在缓刑考察期
内的张某盗取邻居存折一本， 从银行提
取现金 3300 元和转账 20000 元到自己
的一张银行卡内。

在审理过程中， 该案的承办法官了

解到， 张某母亲十多年前外出， 至今下
落不明； 张某的父亲在外务工， 其明确
表示拒绝出庭。 为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
法权益， 承办法官与张某所在的村委会
取得了联系， 该村指派党支部书记李某
作为 “合适成年人” 出庭。 同时， 该院
为张某指定了辩护人。

法院经审理，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有
期徒刑一年，撤销前罪缓刑，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杨 青）

“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

收受贿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沽源县原县委书记获刑十七年

下载医生用药数据出售
两名医院工作人员获刑

王建辉：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玛吉阿米饮食有限公司诉被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王建辉商标异
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3） 一中知行初字第 2655 号行政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
一、 撤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作出的商评字 [2012]第 45363 号关于第 5136014 号“玛
吉阿米 MAKYEAME 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二、责令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针对第三人

王建辉就第 5136014 号“玛吉阿米 MAKYEAME 及图”商标所
提异议复审申请重新作出裁定。 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被告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并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100 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 同时，向你方公告送达被告上诉状，内容如下：被告
不服一审判决，其于 2013 年 1 月 2 日提起上诉，其上诉称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
持涉案的被诉裁定。 该上诉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万古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吕祥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3）昌民初字第 0857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经审理，判
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马吕祥与被告北京万古乾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2 日签订的《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
理合同》；二、被告北京万古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马吕祥支付租金 4250 元；二、北京万古
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马吕

祥美的牌挂式空调两台；四、被告北京万古乾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马吕祥水费 820 元、燃
气费 102.6 元整；五、驳回原告马吕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小口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张俊、吕续琴、王硕萱、阎建华、陕西省伊斯特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咸阳天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对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3）昌民初字第 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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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张俊、吕续琴、王硕萱、阎建华、陕西省伊斯特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咸阳天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对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3）昌民初字第 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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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刘齐花、王铜勇、陕西省伊斯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铜川市
康博农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昌民初字第 5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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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张建北：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昌民初字第 0843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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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涿州凌云医院：本院受理原告北京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与被告涿州凌云医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3）大民初字第 616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
一、被告涿州凌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艾
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检验费 27324.25 元；二、被告涿州凌
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艾迪康医学检验

所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 27324.25 元为基数，自 2013 年 2
月 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6 元，由被
告涿州凌云医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曹新星、曹贵金：本院对原告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3）朝民初字第 27253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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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洪生、李秀芝：本院对原告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3）朝民初字第 27255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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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周宁、赵晶：本院对原告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3）朝民初字第 42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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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张长勇、王英刚：本院对原告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
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3）朝民初字第 27256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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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周涛：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西民三初字第 1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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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刘新波：本院受理原告天津三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
资租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滨
汉民初字第 605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汉沽审判区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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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刘宗海：本院受理原告李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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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汉民初字第 4097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汉沽审判区中心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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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于宝军：本院受理原告邵云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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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汉民初字第 5157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汉沽审判区民二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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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受理了申请人天津市汉沽市政
工程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在公示
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4 年 2 月 8 日依法作出
(2013)滨汉民催字第 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天津市汉沽市政工程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赵文琴： 本院受理赵文英诉你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滨港民初字第 310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港审判区民事
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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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廷周
与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被上
诉人重庆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重庆博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告送达
（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3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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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黄青萍（公民身份号码 350582198605212547）：本院受理
原告福建省晋江市西园佳华彩印有限公司与被告黄青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晋
民初字第 7282号民事判决书。 你应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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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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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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