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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者不明情形下作业受损的救济
今 日 聚 焦

◇ 黄 淳 陈 华

【不同观点】

【案情回放】2009 年 8 月 12 日，任飞受任进
中委托召集廖天伦等人到重庆嘉发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发公司）上海
城更换外墙灯箱广告画面， 廖天伦不
幸于次日下午在作业中摔伤。 2008
至 2010 年间， 任进中曾多次以重庆
曙东照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曙东公
司） 名义通过签订合同在上海城项目
处承接灯箱广告制作安装工程。 涉案
灯箱广告框架结构由曙东公司依合同

制作安装，在本案作业前已经完工、验

收并交付嘉发公司，但还在质保期。
事故发生后， 廖天伦以曙东公司

为被申请人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确

认劳动关系，但因证据不足被驳回。廖
天伦遂以任进中及其所属曙东公司、
灯箱广告所有人嘉发公司为共同被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无技能与

技术条件下进行作业， 本人存在过错，应

承担相应责任；因该作业是曙东公司的合
同质保义务，其是雇主，应承担雇主赔偿
责任。 曙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承担相
应责任并无不妥， 但让曙东公司承担
雇主责任证据不足。 在不能确定真正
用工者时， 若不能证明原告的作业属
于无因管理、 非法行为或者是为他人
利益时， 应当推定介绍人任进中和灯
箱广告所有人嘉发公司为共同雇主，
对原告所受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回应】

用工者不明情形下管理者或受益者负赔偿责任

一 案 一 议

土地承包证发给转包土地的第三方

该发证行为应否撤销
黄 健 王 戬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 原告因特
定作业受损而引发损害赔偿， 但原告不
能确定谁是真正用工者， 在此情形下法
院应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及其责任类

型和分担？ 对此， 有以下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原告的作业是为

曙东公司履行灯箱广告制作安装工程合

同质保义务， 两者形成了劳动关系， 曙
东公司是用工单位，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法或劳动法 （以下统称劳动法） 的规定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 任进中是曙东公
司的工作人员， 因其曾多次为曙东公司
在上海城项目管理处承接零星工程， 所
以原告等人更换广告画面一事中， 任进
中与曙东公司形成了表见代理关系； 况
且该作业是原告为曙东公司履行 《灯箱
广告制作安装合同》 约定的质保义务，
因此， 曙东公司与原告之间形成了一般
性的雇佣关系， 曙东公司是雇主， 应当
承担雇主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 因嘉发公司是灯
箱广告所有人、 管理义务人和最终受益
人， 且其对原告等人的作业并没阻止也
无异议， 视其接受了该作业， 推定其是
原告的用工者； 因任进中没有明确告知
原告该作业实际用工者， 且主要不能排
除其因该作业而受益的可能性， 亦推定
其为原告的用工者； 因该作业不属曙东
公司原合同质保义务或新承揽的工程，
其对该作业无合法处分的权利和义务，
也不是受益者 ， 况且任进中与曙东公
司既无表见代理的可能性 ， 原告也没
有对此提出主张 ， 故推定曙东公司不
是用工者。 因无作业技能和技术设备，
原告等人不可能独立作业 ， 应当在作
业中接受了用工者的具体指示、 技术指
导与作业监督， 同时， 用工者为复数且
分别为法人单位和个人， 因此， 推定原
告与嘉发公司、 任进中之间形成了雇佣
关系； 原告的人身损害， 因两雇主共同
过错所致， 两者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连带
责任。

1. 本案不能直接确定真正的用工
者。除前述案情外，本案还认定了如下事
实：案外人任飞是任进中的本家侄儿，也
是本案的共同作业者之一。 除任飞外，其
他作业者在作业前与任进中不相识。原告
等人在进行作业前，并没有就该作业的相
关权利、 义务与他人签署任何形式的合
同，任进中也没有明确告知任飞该作业的
实际用工者，仅告知任飞（任飞又转告了
原告等人） 该作业报酬为每天 200元，事
后向他本人或嘉发公司领取。但该报酬没
有实际支付。任进中在为曙东公司向嘉发
公司承揽过的灯箱广告制作安装工程中，
均是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并且先签合同并
由曙东公司盖章后施工； 合同内容及维
护、 质保义务仅仅涉及灯箱广告设施的
框架结构， 不包括广告内容及画面的设
计与更换。 涉案灯箱广告的主体框架结
构是曙东公司依据合同制作安装。 涉案
灯箱广告属嘉发公司所有并一直由其上

海城项目管理处进行日常管理。 在审理
中，没人提及新广告画面的提供者、作业
接受哪一方的指示、指导与监督，也没人
以非法性、无因性和无偿性提出异议或抗
辩。 除作业者外，本案认定的法律事实涉
及到三被告，但在确认真正的用工者时却
欠缺直接证据支持。

因此，本案必须基于已有法律事实，
结合生活或作业常识， 综合考量原告作
业的资质监控或其他关联权利义务以及

受益可能性、 原告与具体被告形成双方

法律关系的可能性、 存在表见代理或其
他合理误认的可能性等方面， 遵循理性
原则，准确解释法律，分别判断三被告是
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用工者以及责任有

无与承担方式。
2.无法推定曙东公司为原告的用工

者。 其一，本案法律事实表明，曙东公司
没有以涉案作业为内容与他人形成直接

的合同关系， 根据任进中与嘉发公司原
有合同的签署习惯和涉及内容， 更不能
推定其与嘉发公司以此形成新的合同关

系， 据此曙东公司对该作业没有约定的
权利义务。同时，涉案灯箱广告属嘉发公
司所有，曙东公司更无法定的权利义务，
也不可能因原告的作业而受益。此外，因
在事故发生前， 原告并不知道曙东公司
以及该公司与任进中之间的关系， 也不
可能误认任进中代表曙东公司委托任飞

召集他们进行该作业。 根据责、权、利相
统一原则，曙东公司对该作业无责任。其
二， 无法推知原告与曙东公司存在双方
法律关系。因无合法处分的权源和义务，
也无受益可能性， 曙东公司与原告形成
双方法律关系的事实与法律基础不存

在。关于认为两者形成劳动关系之观点，
因两者之间欠缺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基

础而不可能被认可： 原告的作业活动是
短期临时的，不具有劳动的持续稳定性，
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该作业是原告开始

向曙东公司提供劳动法意义上之劳动的

一部分，因而欠缺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当

然双方也没有就原告在作业过程中须服

从曙东公司的人事管理等方面达成任何

形式的合议，甚至没有意思表示，故欠缺
劳动关系的隶属性。 关于是否存在表见
代理， 一方面， 原告并没有对此提出主
张，按诉讼和证据规则，法院不宜主动进
行评价 （虽然更有理由认为任进中与嘉
发公司之间存在表见代理， 但是基于同
样的理由，同样不宜主动进行评价）。 另
一方面， 因不具备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的表见代理的如下构成要件，：一是不
具备一般代理的表象特征， 即任进中并
没有以曙东公司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
二是原告没有误认两者存在表见代理的

正当理由； 三是曙东公司对原告的作业
也无合法的处分权， 该表见代理关系也
不存在。综上所述，认定曙东公司为原告
的用工者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3. 推定嘉发公司为原告的用工者。
基于相同的理由， 同样可以认定原告与
嘉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因原告缺乏
独立完成该作业的技能与技术条件、设
备， 也可以排除两者之间存在承揽或承
包关系。但是，嘉发公司对涉案灯箱广告
却具有合法处分的权源和法定的管理义

务， 并且是原告作业的最终受益人。 第
一，根据理性原则，嘉发公司应当对涉案
灯箱广告以及在其管理区域内作业、作
业者的资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控，但
因其怠于履行法定义务而导致原告受

损，其应当负有管理者之责，况且嘉发公

司是原告作业的直接和最终受益人，根据
利益、风险相统一原则，其亦承担发生损
害的后果。 第二，嘉发公司没有在合理时
间内阻止原告的作业，也一直没有向原告
等人甚至任进中提出质疑，故而视为嘉发
公司默认并接受了该作业，推定嘉发公司
是原告的用工者较为合理和公平。

4. 推定任进中亦是本案的用工者。
任进中委托任飞召集原告等人进行作

业， 但没有尽到对作业者资质进行审查
之义务， 也不能证明其行为的具体法律
性质， 更不能证明其是履行职务或是无
偿受托， 这样任进中无法排除自己与原
告之间存在双方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亦
不能排除其从原告作业中获得利益的可

能性， 基于义务、 利益与风险相统一原
则，据此推定其为该作业的用工者。

5.推定嘉发公司与任进中为原告的
共同雇主， 承担雇主连带赔偿责任。 首
先， 因无法认定原告与两用工者嘉发公
司与任进中之间存在劳动、 承揽或承包
等关系， 并且原告的作业实质是广义上
的劳务，因此，原告与两用工者之间形成
了广义上的劳务关系。其次，又因本案仅
涉及作业者自己受损问题， 并且用工者
为复数且分别为法人单位和个人， 而侵
权责任法仅在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工作人

员致他人损害问题、 在第三十五条规定
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问题，因此，本案
中的劳务关系不适用该两条的具体规

定。 第三，从生活常识和作业经验来看，
无作业技能、 技术和资质的原告等人到
现场才被安排作业， 其提供新广告画面
并独立完成该作业的可能性不大， 由此
推定，在作业过程中，原告等人应当受到
了用工者方面的指示、指导与监督，况且
原告等人被承诺事后向任进中或嘉发公

司领取作业报酬，该作业符合雇佣活动的
特征，因此推定嘉发公司、任进中均为原
告的雇主，两者与原告之间因该作业形成
了雇佣关系。 第四，两雇主基于各自不同
的法律事实而偶然产生了同一内容的给

付，因此两者对原告受损负担不真正连带
之债；又因原告提起侵权之诉，两雇主负
担的是侵权之债。基于上述事实，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的
规定， 认定嘉发公司与任进中对原告受
损承担雇主连带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案情

1996年， 村民吴某与同村林某
签订协议， 将其承包的 10亩耕地转
包给林某，期限 20年。1999年，镇政
府为林某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期限为 30年。 2012年 12月修
建高速公路征地时， 吴某得知镇政府
已为林某颁发了承包证， 遂以颁证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撤销颁发给林某的承包证。

分歧

对于镇政府的颁证行为是否应

撤销，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
为， 镇政府的颁证行为是对农村土
地承包的行政管理行为， 其在原土
地承包合同有效期内将吴某承包的

土地又发包给林某， 侵犯了吴某权
益，属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第
二种意见认为， 镇政府颁证行为是
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备案行为，且
撤销证书不利于农村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故应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理由如
下：

1.镇政府的颁证行为是行政确
认行为。 行政确认的主要特征在于
它的要式性和羁束性， 并且是对当
事人之间既存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

实进行确认。 尽管行政确认不直接
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 但行政确认
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法律
事实、 法律关系等取得法律上的承
认， 是行政相对人取得其他权利的
依据和前提，一旦作出，影响深远。
镇政府的颁证行为已经对吴某和林

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 完全
属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确认而非备

案行为。 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确认
前， 应当全面调查当事人所提供的
材料并进行认真审查， 以免侵犯到
第三人合法权益。本案中，镇政府未
经详细审查， 在吴某承包土地合同
有效期内， 又将土地承包证颁给与
吴某有转包关系的林某， 侵犯了实
际权利人吴某的合法权益。

2.该行政确认行为存在重大瑕
疵，应当撤销。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
同的当事方变更或解除土地承包经

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法》 第二十七
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 发包方不
得调整土地， 因自然灾害……需要
适当调整的， 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

意，并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
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
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

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第三方，
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由此可知， 发包方不能随意收回或
调整承包方承包的土地， 承包方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镇政
府未尽到对本辖区内土地承包的行

政管理职责， 未审查客观存在的吴
某的土地承包合同而对林某进行土

地确权颁证， 侵犯了吴某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 ， 颁证程序存在重大瑕
疵， 颁证行为应当撤销。

（作者单位： 河南省桐柏县人
民法院）

析 疑 断 案

◇ 李凤凤
恋爱分手后婚约财产应返还

案情

李某与王某经人介绍相识 ， 于
2010 年 4 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恋
爱期间王某承诺与李某结婚， 并同意
婚后不生育子女。 后王某反悔， 提出
分手 。 李某诉至法院 ， 要求王某返
还其恋爱期间给付王某的物品及款

项 ， 包括 ： 1.王某于 2010 年 4 月
答应做其女朋友时 ， 为王某购买的
价值 900 余元的钻戒一枚 ， 价值
6000 余元的耳饰一对 ， 价值 2800
元的项链一条， 作为二人定情信物；
2.李某与王某母亲见面时 ， 送给王
某母亲的见面礼， 价值 12000 元金
手镯一个； 3.王某过生日 ， 要求其
购买的价值 24500 元的欧米茄手表
一块； 4.王某要求李某出资 20 万元
为她购置宝马车， 并承诺在 2011 年
春季结婚， 李某给付王某现金 20 万
元。

分歧

对于本案如何定性和处理， 有两

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 男女恋爱期间给付

财物应认定为赠与， 不需要返还。 男
女之间因爱情赠与对方礼物， 系人之
常情， 且赠与的财物交付以后， 赠与
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 根据合同法赠
与行为不可以撤销 ， 故不应判决返
还。

另一种意见是： 需要区分给付财
物的性质， 分别处理。 如给付的财物
属于婚约财产即习俗意义上的彩礼，
婚约解除后应当返还。 如果不属于婚
约财产， 则不需要返还。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 “禁止借

婚姻索取财物”， 但对结婚前男方根
据习俗给付女方财物的行为， 既不禁
止， 也不提倡， 对于可以认定为彩礼
的财物，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
释 （二） 第十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
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的；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的；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 （二）、
（三） 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
件。”

本案原告以婚约财产纠纷为由起

诉， 要求返还财物。 婚约财产纠纷指的
是因解除之前订立的婚约而产生的财产

纠纷。 司法实践中， 对于当事人在恋爱
中给付的财产能否界定为婚约财产， 作
为彩礼判决返还， 重点应从如下三个方
面把握：

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婚约
界定恋爱中给付财物的性质必须首

先界定给付的动机， 即是否基于婚约、
双方是否有结婚的合意， 还是仅仅系恋
爱中男女朋友的相互交往。 在实践中，
法院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婚约， 主要
应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是否举行过订
婚仪式、 对方是否认可存在结婚的约定
或合意、 双方关系是否发展到谈婚论嫁
的程度、 是否购买赠送过订婚戒指、 亲
友或媒人、 介绍人能否证明婚约存在等

各方面， 综合证据的情况来认定。 本案
在审理中， 王某认可双方已谈婚论嫁。
因此， 李某与王某之前是存在婚约的。

2.财物是否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
认定给付的财物是彩礼还是普通的

礼物， 应主要考量两方面。 首先是给付
财物的动机： 彩礼是为了双方缔结婚姻
的目的而给付， 是依附于婚约的， 赠与
礼物则不然。 给付彩礼依据的是民间习
俗， 赠与礼物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其
次， 具体还应结合财物的价值、 特性来
认定。 如在订婚仪式上给付的礼金、 贵
重首饰、 “过门礼”， 为结婚给付的车
辆、 房产等价值较大的财物， 应认定为
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彩礼。 比如， 本案
中李某给付王某的购车款 20 万元， 应
为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金钱。 而李某送
给王某的生日礼物、 确定恋爱关系的定
情信物等物品， 并非基于婚约给付的，
故不应认定为彩礼 ， 应视为赠与的财
物， 不需要返还。

3.接受财物的不仅是婚约当事人，
也可能是其父母或长辈亲属。 若财物以
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给付， 则不论接受人

是谁 ， 均应认定为婚约财产 ， 应予返
还。 如若其接受了赠礼， 但该赠礼不是
为缔结婚姻目的给付的， 则不应认定为
彩礼， 不需返还。 本案中， 李某送给王
某母亲的金手镯， 明确是见面礼， 并非
彩礼， 故李某要求返还金手镯的诉讼请
求， 不能支持。

此外， 现实中有些当事人以对方提
出解除婚约进行抗辩， 拒绝返还财物。
根据法律规定， 确定彩礼是否应返还，
不考虑是谁的过错导致婚约解除 ， 因
此， 只要双方婚约解除， 给付的彩礼就
需要返还， 负有返还义务一方这种抗辩
无法成立。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 李某给付王
某购车的 20 万元为婚约财产， 应当返
还； 其他财产不属于婚约财产， 李某要
求返还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故判决：
王某返还李某 20 万元； 驳回李某要求
返还其他财物的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一
审判决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
审判决。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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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馨、成都通天意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祥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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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5日内和 30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贵州]桐梓县人民法院

刘彦：本院受理大庆业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与大
庆胜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作出（2010）庆高新民初字第 24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大庆胜利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上诉状，上诉于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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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 15日内。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韩英华：本院受理上诉人韩宗礼、韩明兴、韩明乾与被上诉
人韩书才、韩英珠、韩英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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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裁判。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靖江雄跃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广进控股有限公司、杭州磊
旭服饰有限公司、肖寿长、游莲葵、肖传管、高美文、蔡芳洋：本
院受理江苏长江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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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福义、刘洋：本院受理原告张秀英、王耀伟诉刘福义、刘
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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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
金建军、王海祥：本院受理王长进诉金建军、王海祥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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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陈义亮、楼国斌、王玲芳：本院受理鲍双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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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艳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何日辉、何耀俊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 8
时 40分在上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届时你们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楼滨坚、吴爱花、陈妙珍：本院受理陶雪琴诉你们及陆国
栋、金华振亚印务有限公司、东阳市心成工艺品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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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法
由审判员王艳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舒怡、人民陪审员何
日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 13 时 40 分在上溪法
庭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届时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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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胜利：本院受理方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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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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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武义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正安县土坪镇半坡村全新组郑周琼：本院受理原告
鲍军战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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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仙民初字第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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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 5 日下午 2 时
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仙居县人民法院

陈雪峰、陈三强、陈雪刚：本院受理陈俊强诉李晓峰、鄂尔
多斯市金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一终字第 125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史伟峰： 本院受理王安民诉你和阙玉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沈民初字第 81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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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受理了申请人新光工业 （杭州）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的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2月 26日，出票人浙江奔宇工具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台州路
桥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收款人乐清市风速开关厂，
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乐清市奇美塑料有限公司，由乐清
市奇美塑料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3年 12月 27日
作出（2013）台路催字第 117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新光工业（杭州）有限公司有权请
求支付。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受理了申请人新光工业 （杭州）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的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13 年 5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月 28日，出票人浙江奔宇工具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台州路
桥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收款人乐清市风速开关厂，
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乐清市奇美塑料有限公司，由乐清
市奇美塑料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12月 27日
作出（2013）台路催字第 118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新光工业（杭州）有限公司有权请
求支付。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梁洪德： 本院受理原告梁伟明申请梁洪德死亡一案，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3
月 8 日依法作出（2012）珠斗法民特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梁洪德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伟锋申请何带珍死亡一案， 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依法
作出（2013）佛明法民一特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何带珍死
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平煤股份十二矿为了规范劳动组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和
中平 [2010]227 号 《关于印发<中平能化集团员工奖惩暂行规
定>的通知》等有关劳动组织管理规定，经 2014 年 1 月 16 日平
煤股份十二矿四届二次职代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对安宁宁等
四十人解除劳动合同。请以下 40人到矿办理解除合同手续。安
宁宁、陈登云、陈良峰、陈林、董方、段福山、付明、高春、侯永新、
胡晓飞、黄辉辉、雷恒良、李文静、李志金、刘培正、罗义兴、马智

勇、梅洪力、牛永辉、秦建生、邵晓辉、王得州、王锐、王世成、王
涛、王天顺、王晓燕、王修带、魏超、仵振华、杨海、姚国辉、张金
山、张三威、张宪岭、张新民、赵书显、郑月飞、朱洪谷、朱江涛。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

2014年 1月 16日

本院受理薛元坤申请宣告薛昭死亡一案，经查：薛昭，男，
1961 年 4 月 13 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2610413535，江苏省徐
州市人，原系兰州大学出版社职工，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定西路 686 号 510 室， 于 1998 年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薛昭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
告期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满妹申请宣告梁亚荣死亡一案，经查，梁亚荣

（男，1971年 2月 9日出生，汉族，英德市人，身份证记载住址为
广 东 省 英 德 市 浛 洸 镇 人 民 东 路 ， 身 份 证 号 码 ：
441822197102091414。 ）于 2007年 10 月 8 日起，下落不明已年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梁亚荣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小两申请宣告罗勇失踪一案，经查，罗勇，男，
1981 年 9 月 13 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原住湖北省襄
阳 市 襄 州 区 程 河 镇 埠 口 村 13 组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621198109133616，于 2011年 5月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旺才申请宣告龙朋努失踪一案，经查，龙朋努，

女，1973 年 2 月 10 日生，云南省元江县人，住元江县羊街乡坝
木村委会它科组 35 号，于 2008 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龙朋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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