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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房屋为夫妻共有并在房产证上“加名”之诉应否受理
今 日 聚 焦

◇ 沙兆华

【不同观点】

【案情回放】张某 （女 ） 与李某 （男 ） 于
2002 年登记结婚， 婚后两人感情良
好， 育有一女 。 2008 年 ， 在双方父
母的资助下 ， 张某和李某共同出资
80 万元购买了一套位于上海市某区
的二手房， 房款用现金一次性付清。
张某因忙于工作 ， 将房屋买卖合同
签订及过户等事宜均委托给李某一

人办理 ， 李某最终将该房登记在自
己一人名下 。 出于夫妻间的信任与
和睦 ， 张某见到房产证后没有提出

任何异议 ， 认为就算登记的房屋所
有权人是丈夫一人 ， 自己也有房屋
产权的一半。

2012 年起 ， 张某发现丈夫李某
与一女子常常互发暧昧短信， 李某还
经常以加班为由彻夜不归。 张某为此
多次与李某沟通， 李某矢口否认自己
有婚外情， 但对待张某的态度已经变
得非常不好。 张某感觉丈夫可能会与

自己离婚， 一旦离婚事实发生， 自己
的财产权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非常

大， 因此张某要求李某在房产证上加
上自己的名字。 对此要求， 李某不但
拒绝了， 而且还殴打了李某。 心灰意
冷又担心失去房子的张某遂向法院起

诉， 请求法院确认二人共同出资购买
的房屋为夫妻共同共有， 并请求在房
产证上加入自己的名字。

经法官诉前调解 ， 释法明理 ，
张某最终撤回了起诉 。

【法官回应】

确认房屋共有并“加名”之诉受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一 案 一 议

自助游参与者未履行
临危救助义务应担责

吴成臣

析 疑 断 案

◇陈兴林 吴克坤
因受行政处罚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

[案情]
2009年 7月 16日， 俊源公司委

托富娇公司代办增资扩股事宜，双方签
订协议约定由富娇公司垫付 300万元
增资款，俊源公司支付代办手续费 4.5
万元。 若富娇公司因工作原因或违法行
为给俊源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
任，并返还代办费用。 协议签订后，富娇
公司通过虚报注册资本完成变更登记

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2010 年 6 月 4
日， 俊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工
商局以俊源公司虚报注册资本为由，作
出责令其补足注册资本并罚款 35万元
的处罚决定。6月 11日、11月 12日俊
源公司分别向工商局交纳罚款 30.5万
元和 4.5万元。2012年 8月 29日，俊
源公司将富娇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赔
偿损失并退还手续费。 富娇公司辩称，
俊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分歧]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

审理过程中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本案已过诉讼
时效，应从 2010 年 6 月 4 日原告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计算诉讼时

效，原告起诉时已超过两年，原告也未
向法院提供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的证
据，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已过诉讼
时效， 应从第一次交纳行政处罚罚款
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因为原告第一
次交纳罚款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才

产生， 且原告主观上理应知晓其权利
受到侵害， 从此时计算两年诉讼时效
期间具备正当性。

第三种意见认为： 本案没有超过
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次交纳罚款之日
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因为只有在最后一
次交纳罚款后，全部损失才最终确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应以请求

权的客观产生为前提条件

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是请求

权， 该请求权是基于基础权利受到侵

害而产生的救济性权利， 自基础权利受
到侵害时产生。由于请求权类型不同，这
种侵害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紧迫危险，
也可以是实际损害， 但均需侵害客观产
生。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必须以基
础权利受到侵害， 请求权客观产生为前
提条件。在此需注意的是，当诉讼时效的
适用对象具体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该
请求权的产生不需损害额全部确定。 如
果单从文义解释对损害事实进行理解，
损害事实中可能包含损害额， 但是作为
请求权构成要件的应当是单纯的损害事

实，而非损害额。 事实上，损害事实无法
证明时，请求权不存在，当事人因不具有
诉的利益而被驳回起诉； 损害额无法证
明且没有法律对此作相关规定时， 败诉
的原因是不能认定当事人诉讼请求中主

张的损害赔偿金额。 损害赔偿请求权并
非胜诉权， 作为救济受侵害的基础权利
而存在的权利方法， 只要存在权利或利
益减损的客观事实时就可产生， 至于量
化损害事实的损害额不应成为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自然也就不能成为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

2.诉讼时效起算应具备正当性基础
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使权利人失去

了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债权的可能，基于
正当程序中当事人自我责任原则，诉讼时
效起算点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对权利

人的保护，唯有当事人非基于客观上的原
因而是主观上惰于行使权利时，诉讼时效
的适用始具备正当性基础。 换言之，诉讼
时效适用的正当性基础即为权利可以行

使，即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事实已
实际产生，且知晓权利主张的对象。

本案中， 行政处罚的内容是交纳罚
款， 因此针对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
础权利， 即原告依据合同享有权利或利
益的损害就表现为对财产利益的侵害。
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自送达之日起即生

效的特点，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时，原
告的财产面临客观损害的危险， 但在其
未实际交纳罚款之前， 其财产权利并没
有产生现实的减损。 原告在第一次交纳
罚款时， 因对方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
才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违约损害赔偿请
求权才产生。 原告完全交纳罚款的意义
在于确定全部的损害额， 而非确定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产生。
知道或应当知道主观状态的证明，

往往要借助于客观事实， 通过一定的行
为推断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原告遭
受的损失以行政处罚罚款表现出来，则
原告知晓行政处罚内容与原因的主观状

态即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

状态。本案中可以推断原告知晓权利被侵
害主观状态的客观行为有二：一是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书；二是实际交纳罚款。 在法
无明文规定时，由于“收到”与“知悉”之间
有本质不同，特别是法人，其工作人员签
收行政处罚决定书与其决策机构知晓行

政处罚内容可能存在一定时间差，基于诉
讼时效起算的正当性基础，以原告交纳罚
款的行为推断其主观状态更为合理。 因
此，原告至迟于第一次交纳罚款之日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同时， 基于
合同的相对性， 原告不存在另需确定侵
权人的必要。 故从第一次交纳罚款时计
算诉讼时效符合时效制度防止权利休眠

的设计初衷， 既考虑了对原告合法权利
的必要保护， 又维护了被告的时效利益。
（作者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案情]
王某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户外活

动邀请帖， 召集网友到某地进行户
外自助探险活动， 张某邀请了她的
朋友赵某一同前往。 在结对徒步穿
越河谷时，排在队尾的赵某落水，其
他队员为自身安全考虑到达河谷对

面才予以营救，但为时已晚。当天下
午， 搜救队在距事发地点五公里外
的河床上找到了赵某的尸体。 赵某
的父母向法院起诉， 要求赵某的朋
友张某及其他 11 名参与活动者赔
偿损失以及精神抚慰金 40 万元。

[分歧]
在自助游中发生伤亡事件，自

助游参与者对团队中伤亡者是否具

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 有两种不同
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自助游是一
种松散的自助旅游组织， 参加自助
游是一种风险自负行为， 相互之间
不存在法定的救助义务， 而是道德

上的救助义务， 在同伴面对危险时
没有施救，只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不
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自助游中，
参与人员因相互信赖结成共同利益

体，在同伴处于危险状态时，参与者
应在合理限度内进行力所能及的施

救，否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理由如

下：
首先，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

四条“当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
生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在自助
游活动中，活动参与者对于自助游的
风险应有一定的认知，应各自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但是各参与者基于共同
的风险认知和信赖结成利益共同体，
因相互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和信赖

关系，在风险发生时，负有相互之间
必要的、合理的救助义务。

其次， 明确自助游参加者的互
相救助义务对于救助处于临危状态

中参与者具有积极意义， 也能减少
风险。自助游虽为松散型、自助型的
旅游活动， 但是由于自助游中客观
存在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各参
与者之间基于对风险的认识而产生

结伴互助的依赖和信任， 具有临时
互助团体的共同利益。 在意外发生
的情形下， 各参与者处于共同利益
体中，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应当充分
认识到危险发生时合理、 必要的救
助义务， 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以避
免损失扩大。 另外，对组织者而言，
应明示和提醒参与者知晓这一义务

的存在，在危险发生时，基于其在自
助游中的特殊身份， 具有组织参与
者脱离危险、 积极互救以及求救等
救助义务。

综上所述，本案中，虽然赵某的
损害并不是其他自助探险活动参与

者引起的， 但是基于各参与者之间
特殊利益关系和信赖关系， 具有相
互救助义务， 未履行则应承担相应
责任。 法院判决，张某及其他 11 名
参与者未履行临危救助义务， 对赵
某的死亡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1.未登记产权夫妻一方具有相应诉
权

本案未登记产权一方即张某是否具

有相应诉权是法院是否受理案件的关

键。通常认为，民事诉权是指当事人因民
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

非正常的状态，请求法院作出裁判，确认
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 排除侵害的权
利。 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
上的诉权。 程序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
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 实体诉权
是当事人根据实体法的规定通过人民法

院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实体请求的权利。
民事诉权仅在具体民事纠纷中存在，是
程序诉权与实体诉权的统一。实践中，判
断当事人起诉是否合法， 是否具有相应
诉权， 应当分别从程序诉权与实体诉权
的角度进行考量。具体来说，要看其起诉
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起诉条件， 诉讼
主张有无民事实体法律支持， 是否在相
关法律限制起诉之列。 比如， 婚姻法规
定，男女双方离婚自由，但女方在怀孕期
间、分娩一年内或终止妊娠六个月内，男
方不得提出离婚。 男方如在上述期间起
诉离婚，虽具有程序诉权，但受相关实体
法律限制，不具备实体诉权，法院应裁定
不予受理， 已受理查明有此事实的应驳
回起诉。

从程序诉权看， 未登记产权一方提
起的确认之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九规定的四项起诉条件。 未登记产权

一方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关涉未登记产权一方的财产权）、 有明
确的被告（登记产权一方）、有具体的诉
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确认未登记产
权一方为共同产权人等）、属于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确认所有权系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
件案由之一）。

从实体诉权看， 未登记产权一方的
起诉具有相应民事实体法律支持。 婚姻
法第十七条、 十八条规定了夫妻共有财
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 物权法第二条、
第三十三条分别规定， 因物的归属和利
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适用本法； 因物
权的归属、 内容发生争议的， 利害关系
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同时， 我国法律
及司法解释只是对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

期间无重大理由时请求分割共有财产进

行了限制， 但并未对未登记产权一方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共同财产确认之

诉进行限制。 根据私法之 “法无禁止即
自由” 原则， 未登记产权夫妻一方因房
屋权属与配偶发生争议后可以提起确认

之诉。
2．确认共有并 “加名”， 是不动产

物权登记取得的必然要求

定分止争是司法的重要功能之一。
当事人可以通过提起确认之诉， 请求法
院对于双方之间有争议的法律关系进行

司法确认， 从而达到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的目的，比如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确

认所有权之诉等。本案中，未登记产权一
方张某因与登记产权一方李某就房屋权

属发生争议， 要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购买的房屋进行确权，有其客观必要性，
而不是司法进行简单的 “重复” 事实判
断。 这种必要性来自于对我国不动产物
权取得效力的认识。

登记是取得不动产物权的重要一环。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
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
买房屋系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不动产物

权， 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登记
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方式， 即夫妻双方自
其名字登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之日起取得

房屋的所有权， 对外具有公示效力。 反
之， 未登记产权一方从形式上并未取得
该房屋的所有权。 同时， 物权法还规定
了一些非基于登记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方

式。 比如，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因
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 变
更、 转让或消灭的， 自法律文书生效时
发生效力。 换言之， 法院的法律文书是
不动产物权设立、 变更等的原因之一，法
院对房屋产权的确认不仅是对法律事实

的“重复判断”，其可以真实地发生物权设
立、变更等效力。 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
买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登记产权
一方可请求法院确认系争房屋为夫妻共

有并判令登记产权一方履行协助未登记

产权一方“加名”行为，则在取得胜诉判决
后， 如登记产权一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未登记产权一方可申请执行，由法院发送
协助执行通知书至房屋产权登记部门，进
行“加名”登记。 由此，未登记产权一方提
起确认之诉并“加名”以求取得房屋共有
权的必要性便能理解。

3.确认共有并“加名”，有利于保护
未登记产权一方合法权益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登记在夫

妻一方名下的房屋， 被登记产权一方随
意买卖的法律风险较大， 未登记产权一
方的合法权益易受侵害。 在夫妻关系有
可能破裂时，这种风险更大，法律规定此
时夫妻一方甚至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然而，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受到
严格的限制，必须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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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下简称 《婚姻法解释
三》）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即：1.一方
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
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2.一方负有法
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
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但这不
足以防止登记产权一方随意处置其名下

房屋，很可能在未登记产权一方提起分割
诉讼之前，该房屋已被他人善意取得。《婚
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夫妻一方擅
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
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但这也只是离婚时的补救措
施， 而且受制于擅自处分一方的执行能
力，这种事后救济措施对未登记产权一方
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不周到。

如果未登记产权的一方通过提起确

认之诉，最终“加名”成功，其合法权益则
会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 将自己的名字
记载于房屋所有权证上， 取得了享有该
房屋产权的证明，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可
以清楚地向外界展示自己为房屋所有权

人，配偶未经自己同意，不能擅自处分共
有房产，不能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也不
会出现因第三人不知道存在房屋共有人

而善意取得房屋的情况。 这将大大加强
未登记产权夫妻一方对自己共有房屋的

保护力度， 防止配偶单方处分、 恶意过
户，确保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未登记产权一方起诉请求确认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所购房屋为共同共有， 并
要求登记产权一方协助 “加名”， 此类
案件是否应予受理， 司法实践中处理方
式各异。 有的法院予以受理， 有的法院
不予受理， 也有法院由不受理逐渐转变
为受理。 对于前述张某诉李某之案， 若
张某坚持起诉， 法院应否受理， 有两种
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此类案件应受理
并依法裁判。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应当
依法登记，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屋一般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但未登记产权一方因未对
外进行公示，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为
保护未登记产权一方对房屋的合法权

益， 法院应予受理， 并在查明事实的基
础上确认房屋权属。 如确系夫妻共同财
产， 应对系争房屋的产权确认为共有，
并判令登记产权一方协助未登记产权一

方在房产证上 “加名”。 本案中， 从夫
妻共同财产的角度分析， 张某应为共同
产权人， 但名字未增加至房产证， 其取
得不动产所有权的过程亦未完成。 在李
某拒绝 “加名” 后， 张某请求法院确认
房屋所有权共有以及要求李某协助 “加
名” 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 法院应予受
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 此类案件应裁定
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购置的房屋归夫妻共同共有， 司法无
需进行重复的事实判断。 反之， 不进行
司法确认， 未登记产权一方的合法权益
也受法律保护。 而且， 除法定情形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

同财产不予受理。 举重以明轻， 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不予受理， 确
认共同财产亦应不予受理， 以维护和谐
家庭关系。 故未登记产权一方请求确认
房屋共同共有并 “加名” 不应受理， 已
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北京元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元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门头沟分公司：本院受理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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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宋延春、杜保苹、杜玉朋、许树范：本院受理沃得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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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杨廷进、罗德存、李善庭、杨冬亚：本院受理沃得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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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张艳军、吕宝君、王保庄：本院受理沃得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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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2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南通市建华交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瞿家鑫、瞿家仪、李桂昌：本
院受理原告淮安诚信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通兴建筑安装

工程总公司，南通市建华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四建集
团有限公司，瞿家鑫、瞿家仪、李桂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苏]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

钟印墀（身份证号 210102196102030310）：本院受理原告
钟维坤诉你继承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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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日。 定于 2014年 7月 8日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王永彬：本院受理原告李援越与你、王永胜、王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
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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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下午 15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四楼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佳县人民法院

王永彬：本院受理原告康艳则与你、王永胜、王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
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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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 受理了申请人泉州市盛欣纤
维制品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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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日依法
作出(2014)港民催字第 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泉州市盛欣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受理了泉州市盛欣纤维制品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29343913、票面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晋江市新志成混凝土有限公司、收款人晋
江市金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泉州银行晋江池店支行、
出票日期 2013年 11月 28日、 汇票到期日 2014年 5月 28 日，
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为：晋江市金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晋江桑克鞋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飞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泉州
市盛欣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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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2 日作出（2014）晋民催字第 8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泉州市盛欣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受理了申请人珠海华润银行股
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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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日依法作出
(2014)清民催字第 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福建]清流县人民法院

王开源：原告 DANIEL MATTHEW DELREGNO 诉被告
王开源、第三人深圳市家家顺房产交易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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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法民
三初字第 28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开源应于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向 原 告 DANIEL MATTHEW
DELREGNO 返还定金人民币 9000元并赔偿人民币 17000 元；
二、驳回原告 DANIEL MATTHEW DELREGNO 的其他诉讼
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810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 191元，被
告负担人民币 619 元，因原告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原告多预交

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55 元，本院予以清退。 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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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高雪丽：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珊丽诉被告李静与你许可执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密民初字第 985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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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山市人民法院

陈景志： 本院受理原告丁栋波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济民一初字第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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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济源市人民法院

张斌：本院受理的关于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诉被告怀仁县腾鹏煤业有限公司及张斌、张应借款合同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并民初字第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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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四清：本会受理刘飞与你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仲裁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宿仲裁字第 2 号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仲裁员选定书等。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日和 15日内。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5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 宿州仲裁委员会

常州泰瑞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武汉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
于 2014年 2月 10日作出裁决。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3）
武仲裁字第 0001485 号裁决书。 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云林街 67 号）
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霍洁莹：本院受理铜川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铜川
上品稻香海鲜火锅城融资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铜川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铜川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花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铜川
仲裁委员会案件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铜川仲裁委员会

深宝卫医催[2014]01 号 被处罚人：刘学理，性别：男 民

族：汉 身份证号：412822197402206995 住址：深圳市宝安区新
安街道 23区创业二路南四巷东联 2 栋 205，你尚未履行我机关
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深宝卫医罚[2013]14 号），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
将罚款 3000 元缴至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分行各营业网点， 开户名：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账
号：000133035667（商业银行）；764059690950（中国银行）。 如不
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
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可在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深圳市宝安区卫生监督所 203 室进
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电话：0755-29992577 联系人： 姬先生

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李健康、陈俊、东莞市虎门利升灯饰装配加工厂:根据我与
梁师亮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厂欠我到
期货款￥42065元及违约金， 我将该笔货款债权转让给梁师亮。
请你厂李健康、陈俊自公告之日起，速向梁师亮履行清偿义务，
将上述所欠款支付梁师亮，梁师亮享有追偿债务的权利。 特此
通知。 通知人：黄令刚 340321198211202511

2014年 3月 27日

人民法院报 ２０14年 4月 3日（总第 59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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