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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赔偿”的司法认定
徐小飞

十倍赔偿制度可以鼓励消费者维权的热忱和意愿，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
严格的适用条件， 司法机关要进行审慎判断。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
先。当前，不法商贩出售有毒有害等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现象层出不

穷，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
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自食品安全
法实施以来， 依据该条款要求食品销
售者十倍赔偿的案件增长很快， 但司
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食品都能获

得十倍赔偿。 十倍赔偿制度作为一种
惩罚性措施， 司法实践中有严格的适
用条件， 司法机关要进行审慎判断。

由于 “明知” 是销售者的一种主
观心理状态， 实际上很难加以证明。
2007 年施行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
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五条就明确规定：“销售者必须建立
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审验供货
商的经营资格， 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
产品标识，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如实
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
其联系方式、 进货时间等内容……进
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 ” 如何认定经营者是否 “明
知”， 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采取客观
判断标准， 主要从两方面判断： 一是
审核经营者在进货过程中是否依法建

立进货查验记录、 履行查验义务， 主
要是审核经营者是否如实记录食品的

名称、 规格、 数量、 生产批量、 保质
期、 供货者名称、 进货日期等内容；
二是审核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是否履

行了应尽的注意义务， 即一个理智经
营者应具备的谨慎、 勤勉的标准。 如
果经营者能够提供进货查验记录且同

时提供证据证明自身已经在销售环节

中尽到了注意义务， 则可以认定经营
者已经尽到谨慎义务， 反之可以推定
经营者对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存在 “明知” 的过错。
食品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对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情形的举证责任， 对
民事诉讼中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该

由谁鉴定、 程序如何没有具体规定。
根据 “谁主张、 谁举证” 的一般民事
责任举证规则， 消费者应当证明经营
者存在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 以及损害事
实、 损害与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 所
以， 消费者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
如保留好购物小票、 向经营者索要发
票等 。 但如该商品涉嫌为缺陷产品
的， 此种情形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有

关规定， 应由经营者先行证明被诉食品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如不能证明就推定
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 对消费者主张
的十倍赔偿要求应予支持。 如此， 才能
进一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

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四
个指导性案例， 其中第一个案例是关于
孙银山诉被告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

宁店要求十倍赔偿的案例， 法官提示认
为， 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 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
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

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
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

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只有让知假
买假者仍可以索要十倍赔偿， 依法合理
降低司法证明标准，帮助消费者走出“为
了追回一只鸡，就要杀掉一头牛”的维权
窘境， 才能鼓励和支持消费者维权的热
忱和意愿， 才能让消费者真正成为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啄木鸟”。

对于十倍赔偿基数， 可以参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赔偿基数为
商品的购买价格， 即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包括消费
者实际已经支付的价款， 也包括应支付

的部分。 经营者首先应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赔偿其人身、 财产受到的损害， 再支
付食品货款的十倍赔偿。

权利也有边界。 十倍赔偿制度能更
好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有效遏制不法
经营者生产、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行为， 但也使得消费者可以得到远远
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 这便可能引发
大量滥诉，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故此，
消费者要正确认识十倍赔偿制度， 要学
会依法、理性、科学、文明维权，不要把维
权变成侵权甚至犯罪， 如此才能既有效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不滥用权利。

有学者认为， 十倍赔偿的终极目的
不是赔偿， 而是防患于未然， 构建消费
者友好型的消费环境。 法院审理十倍赔
偿案件时应当牢牢秉持司法为民理念，
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要认真处理好
打击违法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关系，
要在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切实保护

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间实现

平衡， 综合考虑食品经营者或销售者的
行为性质 、 主观状态 、 波及的社会范
围、 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因素，
既支持消费者合法维权， 又要防范恶意
诉讼， 实现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和政治
效果的统一。

法 官 之 声

信访法治化的五个问题
汪 敏 王亚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信访工作

改革指明了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 实行
网上受理信访制度， 健全及时就地解
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 把涉法涉诉信
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建立涉法涉诉
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为顺应信访法治
化要求， 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应注意以
下五方面问题。

一是树立依法行政意识， 提高执
法服务水平。 从信访案件反映的问题
看， 主要是群众在行使权利中遇到了
困难或者因行政权力行使或管理中存

在不足， 因此， 强化党政机关依法行
政、 依法管理、 依法服务意识至关重
要。

二是树立依法处理信访意识， 将
法律作为信访评价的最高标准。 依法
处理信访， 意味着涉诉信访将通过法
律途径或程序解决 。 对于经过司法
程序最终作出裁判的 ， 具有最终的
法律效力 ， 不能再通过信访渠道重
启程序 、 再启诉端 。 对于部分信访
与司法重合的案件 ， 信访处理程序
应该在前， 司法最终裁决应该在后。
对于属于法律规定应当通过司法途

径和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诉求，
应当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解决， 而不
是由信访程序解决。 今后， 对于涉诉
信访案件将进一步统一处理标准， 加
大涉诉信访公开透明力度， 通过法律
的统一适用提高解决信访案件的法治

化水平。
三是强化群众工作理念， 提高司

法服务水平 。 十八大报告突出要求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服务群众的
能力。” 立案信访部门要自觉加强群
众路线主题实践教育， 自觉做到思想
上尊重群众、 感情上贴近群众、 工作
上依靠群众、 生活上关心群众， 把群
众工作与民生工作融为一体并贯穿到

涉法信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要全面
清理排查涉诉信访矛盾和隐患， 积极
开展案件评查， 认真剖析原因、 查找
不足， 主动回应人民群众诉求， 切实
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是健全涉诉信访评估预警机

制， 提高信访工作水平。 为此， 基层
法院应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要加
强涉诉信访源头治理。 法院干警要在
司法活动中及时发现风险， 切实加强
司法安全管理， 将隐患处理在源头、
化解在基层。 二要加大执法力度。 加
强审判管理， 严把案件质量关、 严把
案件审限关， 避免案件推诿扯皮， 对
信访案件力争早发现、 早预防、 早处
理， 用最大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三要
加强队伍建设 。 通过引进 、 培养人
才， 强化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 不断
提升干警政治及业务素质， 提升司法
公信力。

五是完善涉诉信访服务机制，打
造信访工作新平台。 一要搭建立体化
接访平台。为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强
信访接待窗口建设， 基层法院在坚持
上门接访、带案下访、巡回接访、主动
约访、院长接待等传统机制的同时，应
通过法院互联网站建设， 建立信访接
待处理的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平台，群
众可以进行网上立案、咨询，通过院长
信箱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法院及时
作出处理。二要搭建司法救助平台。加
大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信访救助

和执行救助工作力度， 使弱势群体享
受到司法的阳光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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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对 “微腐败” 也要零容忍
据报道， 马年春节 “微信红包” 一

夜走红。 有数据显示， 除夕当天就有几
百万人投身其中 。 有人说 ， “微信红
包” 虽然在春节期间方便了亲友间礼尚
往来， 但也可能引起行贿受贿。

“微信红包”， 因为其 “微”， 很多
人不以为然， 但在中央严肃整顿干部作
风的当下， “微信红包” 极易成为一些
人投机钻营的漏洞。 一方面， “微信红
包” 小到几十、 大到几百， 在法律意义
上说并不构成行贿受贿， 这就容易给人
一种错觉， 以至于送者敢送： 这种行贿
方式容易混同于日常的人情往来； 收者
敢收： 容易逃过反腐监督的视野， 结果
行贿者能找到貌似合情合理的幌子， 受
贿者则极易在 “出不了大娄子” 的侥幸
心理中越陷越深。

殊不知， 这样的 “微腐败” 危害甚
大。 一位因贪落马的县委书记曾悔恨地
说， 我就是在 “蚁穴” 中翻船的。 逢年
过节时下属千儿八百地送 “禧礼”， 生
病住院时三千两千地送 “慰礼”， 子女
婚嫁有 “红礼”， 老人过世有 “白礼”，
花样繁多 。 虽然每个单位 “出手并不
重”， 但积而累之， 一年少则数十万元，
真是 “小糖球垒起了糖衣炮弹”。 老百
姓对这种现象更是深恶痛绝， 嘲讽说：
“贪官收礼， ‘红包’ 赛雪。”

可见 ， “微腐败 ” 虽然微小 ， 却
事关大节。 对 “微腐败” 者姑息纵容，
就会产生 “一窗不补 ， 百窗必破 ” 的
“破窗效应 ”； 对 “微腐败 ” 者出招遏
制 ， 则是预防腐败 、 反腐倡廉取得实
际成效的关键 。 只有对那些事涉腐败
者， 无论大小都严查， 都坚持零容忍，
给予应有的惩罚 ， 才能让官员们以此
为戒 ， 真正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和形象。

———袁 浩

考勤提前签是权力穿越

据报道， 在安徽省滁州市城管局，
刚到 2 月 10 日， 城管局副局长 “周黎
明” 的名字后， 2 月 10 日到 13 日的
考勤都已签到。

以签到的形式来考勤， 讲究的就是
来不得半点虚假的现场感。 一张被提前
签满的考勤表， 虽然看上去满满当当，
但却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这样穿越式的签到， 写实的正是权
力一方面玩世不恭， 另一方面却要自作
清高的分裂形象， 而这种分裂恰恰又是
权力生态中 ， 因为缺乏可循 “生存法
则” 的无所适从。

可以说， 一场权力的穿越， 投射出
的不仅仅是失范的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有

恃无恐， 而且显现出的是对普适性制度
规则的忤逆和蔑视。 对普适性制度规则
缺乏应有的敬畏， 这才是最可怕的。

权力玩穿越， 显然非权力本有的不
羁所致， 关键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和制约。常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制度常在，关键还在于制度要有刚
性。“法治彰显”，让权力心存对制度规则
的敬畏，这或许是最有效的办法。

———高亚洲

超标办公用房的腾退刹住了铺张浪

费之风，降低了办公成本，拉近了干群关
系， 但腾退的办公用房如何处理却没有
下文。 如果只是封存、关闭，那是一个巨
大的浪费。 应充分调剂使用党政机关腾
退的办公用房， 一方面是盘活巨额国有
资产， 另一方面更是为防止一些地方今
后回占现象的反弹。

———湖南省人大代表肖启斌在2月
10日召开的湖南省人代会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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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黄扫赌还要“举一反三”
胡子民

东莞重兵打击卖淫嫖娼成为当

前备受关注的话题， 与前不久海南
扫赌颇为相似。 黄赌毒历来被人们
深恶痛绝， 但为什么总是屡打不绝
呢？ 海南、东莞出手了，其他地方是
不是也该举一反三了呢？

所谓举一反三， 不仅仅是黄赌毒的
地域范围上， 更重要的是形成黄赌毒气
候的原因和背景上。 央视记者暗访东莞
卖淫嫖娼时， 打电话报警， 但警方迟迟
没有动静。 记者的后续报道中用了 “出
奇的容忍” 这样的话语， 即是暗示了当
地色情业猖獗的原因。 深挖其内在 “原
因”， 无外乎是地方保护伞撑起了涉黄
行业的鼎盛。 而打掉这个保护伞仍然需
要举一反三， 仅就报道出来的线索看，
保护伞里有地方官员， 有公安派出所的
警察、 警长们。 我们知道， 毒株的生长

需要必需的土壤、 气候、 光照和水分。
而上述人员成为卖淫嫖娼场所的保护

伞， 提供他们需要的土壤、 气候条件以
及光照、 水分也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
的， 这些代价成本无外乎就是他们手中
的权力。 而一旦钱与权交易， 贪污腐败
就在所难免 ， 烂掉的就不仅仅是某个
人、 某个官员， 而是一方土地的气正风
清。 中纪委提出的反腐必须打窝案正是
这个意思。 所以， 东莞打掉了卖淫嫖娼
的场所仅仅是事情处置的开始， 后面要
办的事还很多很多， 需要举一反三、 深

挖深究才行。
有报道称 ， 广东打黄使得小姐提

价 。 这说明小姐仍然存在 ， 并没有绝
迹， 还说明供求关系也仍然活跃， 嫖客
仍然蠢蠢欲动。 面对这样的形势， 我们
也应该举一反三。 是哪些地方、 哪些场
所仍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胆敢容留
妓女， 招徕嫖客， 继续着色情行业？ 他
们的胆量从何而来？

东莞的重拳打黄， 暴露出的问题更
值得举一反三。 其他地方是不是存在同
样的问题 ，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幕后交

易？ 谁能打保票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没有
黄赌毒现象， 没有提供黄赌毒滋生的土
壤、 气候条件？ 广东提出三个月的严打
期， 那么， 三个月之后呢？ 记者暗访被
贴了封条的涉黄场所， 保安就这样告诉
记者： “放假了！” 放假之后自然有开
工之日， 如果扫黄止步于当下的赫赫战
绩 ， 那么 ， 色情行业就如同地里的韭
菜， 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只有举一反
三地刨根问底， 围追堵截地铲除滋生黄
赌毒的土壤及气候条件才有可能还原河

清海晏的朗朗乾坤。

别指望测谎仪能扶起人心
舒 锐

法院不是简单地运用证据规则

判案， 而试图以测谎鉴定还原事实
真相， 这种负责任的初衷和办案态
度值得肯定。 但各方对这份鉴定不
宜寄予过多期望， 测谎仪更难以承
担扶起人心之重。

马年春晚小品 《扶不扶》 的结尾令
人深思。 郑州就发生了一起真实版 “扶
不扶” 的案例， 因没有直接证据， 纠纷
陷入死局。 一方说被撞， 另一方说是做
好事遭讹诈。 据报道， 法院经过庭前质
询后， 同意给双方做测谎鉴定， 目前该
测谎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法院将择日
审理此案。

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 要还原客
观真相确非易事 ， 这使得案子陷入僵
局。 其实， 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厘清双方
责任并非难事。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
则， 本案中如果伤者拿不出证据， 他人
就无需承担责任。

当地法院并没有简单地运用举证

责任作出判断 ， 而是在一方申请 、 双

方同意的前提下 ， 对双方进行了测谎
鉴定 ， 这体现出当地法院负责任的初
衷 ， 这种办案态度值得肯定 。 然而 ，
笔者以为各方对这份鉴定不宜寄予过

多期望 ， 测谎仪更难以承担扶起人心
之重。

在现行法律中， 测谎结论并非法定
证据。 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 公安
和检察机关有时会借助测谎仪询问犯罪

嫌疑人、 重要证人， 但根据相关司法解
释， 测谎结论不能作为定案、 审判的证
据， 它只为侦查工作提供搜集证据、 突
破案情的思路 。 而在普通民商事案件
中， 对此更是极少使用， 也只是起到帮
助审查判断其他证据的作用。

之所以法律慎用测谎仪， 一方面在

于测谎仪也有 “撒谎” 的时候， 其能否
发挥预期作用， 跟测试的外部环境、 被
测试者个体状态、 测试师水平以及问题
设计都密切相关， 更比之 DNA 测试等
其他科学证据， 成功概率要低很多。 另
一方面也在于， 即使身临其境者也可能
对事发状况有着错误认识。 测出其未说
谎不意味着他主观认为的就是客观准确

的。
虽然测谎仪在一些案件中曾经起到

过威慑作用， 一些理亏者因为对方提出
测谎， 出于心虚主动 “坦白”。 可就本
案而言， 如果撒谎者在测谎仪的压力下
主动承认错误， 自然皆大欢喜。 但显然
可能存在至少两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

形。

一是双方在主观上都着实认为自己

所述是真实的， 并且都通过了测谎仪。
这将陷入另一个尴尬局面。 二是撒谎者
心理素质好， 诚实者心理素质差， 结果
撒谎者比诚实者显得还要诚实。 即便法
院最终没有采用这份鉴定， 而是根据证
据规则作出裁判， 也可能让诚实者陷入
另一场不公平的舆论审判。

扶不扶命题的终极症结在于 ， 在
伤者没有社会保障的语境下 ， 答案是
非将对双方得失造成极大影响 ， 这种
影响甚至能左右人心天平 、 做出违心
选择 。 可见 ， 在扶起人心这道子命题
上 ， 唯一正解也许只能期待不断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系 ， 让说真话无须付出
太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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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瑞申请李全来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
依法作出（2013）房民特字第 10399 号判决书，宣告李全来失
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郭艳峰：本院受理徐晓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3）顺民初字第 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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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蔡佩德：本院受理原告洪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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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一初字第 00426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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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

蔡佩德： 本院受理原告吴明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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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一初字第 00490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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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

解连萍： 本院受理原告刘新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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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一初字第 00452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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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

崔明水：本院受理原告李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郎民一初字第 0105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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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郎溪县人民法院

陈庆和：本院受理原告黄春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肇宁法民二初字第 158号民
事判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广宁县人民法院
刘彦：本院受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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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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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第二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珍妮：本院受理原告隋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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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商初字第 58 号民事判
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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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贺起忠：本院受理郝云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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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东商初字第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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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黄吉军：本院受理郴州市鸿昌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郴北民二初
字第 1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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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张本英：本院受理原告吴先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康民一初字第 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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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南康市人民法院

黄春新、陈玉丽、周华■、陈建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无锡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崇
商初字第 1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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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谢丽姿、巫应轩：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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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商初字第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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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肖谊妙、郑国潘：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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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商初字第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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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郑兴海、张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
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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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商初字第 113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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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肖孙平、连芳芳：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
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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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商初字第 1132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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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周贵江：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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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吴丽斌、吴惠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滨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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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詹旋神、吴绿菊：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滨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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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李春华、刘文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滨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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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泗阳海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卜素荣：本院已受理原

告徐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3）泗商初字第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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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泗阳县人民法院

金基荣： 本院受理原告朴粉子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龙民一初字
第 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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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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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侯军民： 本院受理原告马吉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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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民初字第 535 号
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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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辛衍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长

海支行诉你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大
海长商初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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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 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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