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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理
今 日 聚 焦

◇ 何 志 冯心霞

【不同观点】

【案情回放】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媒人

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 2012 年 10
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李某给付王某
之女 1.1 万元订婚钱， 给付王某家参
加订婚仪式的亲戚 1000 元红包。结婚
仪式之前，李某按照风俗到王某家，给
付了彩礼 2 万元， 还为王某之女购买
了 2468 元戒指一枚。 2013 年 1 月 31
日李某与王某之女举行了结婚仪式，
李某的父母给付王某之女 1000 元红

包。 婚礼后二人同居生活，2013 年 6
月，王某之女回娘家居住不返，双方一
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李某为追要彩礼诉至河南省南阳

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人介绍相

识，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在订婚、举行婚礼的过程中，

李某共计支付彩礼钱 3.1 万元。 考虑
到在举行婚礼后， 双方实际共同生活
了半年之久， 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并
非王某之女之初衷， 故酌定由被告王
某返还原告李某 2 万元。 李某及其家
人给付被告王某之女及其亲戚的红

包、戒指属于赠与，不予返还。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返还原告

李某彩礼 2 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
起上诉。

【法官回应】

未办理结婚登记亦应区别同居与未同居情形决定彩礼的返还

一 案 一 议

农民工以工资欠条为证据
追讨工资法院可直接受理

陈毅清

析 疑 断 案

◇ 秦绪栋
工伤认定机关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确认劳动关系的界限

1.关于彩礼的给付、 接受主体应当
作宽泛解释

婚约， 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
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 是男女双方在结
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 订立婚约的行
为，称为订婚或定婚。 婚约成立后，订婚
的当事人双方互称为未婚夫或未婚妻。
现代民法认为婚约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

力，我国婚姻法亦不例外，因此，婚约在
性质上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而只是民事
事实行为。在结婚前，男女双方为保证婚
姻的缔结，可以事先达成一个协议。协议
的目的是明确的， 即双方承诺接受将来
的婚姻。婚约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当事人
将来必须结婚。 由于婚约具有身份上的
意义，故它与民法中的财产契约不同，法
律不能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

实践中， 给付彩礼问题， 并不单纯
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 更多时候涉及
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 对于彩礼的给
付人和接受人， 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
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

女本人。 就给付方而言， 既可以是婚姻
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 也可以是
其亲属所为的给付， 如其父母兄姐等。
同样， 就收受彩礼方而言， 既包括婚姻
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 也包括其
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 现实生活中， 彩
礼往往是给付女方的娘家了， 真正用于

结婚置办嫁妆的不多。 许多时候彩礼都
是男方全家用共同财产给付， 甚至是全
家共同举债所为 ， 考虑到这些具体情
况， 如果将给付人的主体和收受人的主
体都作限制性解释的话， 则不利于这类
纠纷的妥善解决。

就本案而言， 给付彩礼时， 女方是
被告的家庭成员， 接受彩礼是被告的家
庭行为 。 被告是家庭的 “户主 ” ， 是
“代表人”， 起诉女方的父亲应无不当。
一般而言， 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告是男方
本人， 当无疑问。 就被告而言， 列女方
本人或女方的 “家长” 均可。 尤其是女
方已经另嫁他人的时候， 尽量不要将女
方列为被告 ， 不要让女方的生活被打
乱 ， 仅仅将女方 “家长 ” 列为被告即
可。 因此， 所争议的被告的诉讼主体的
三种观点， 均无不妥， 只不过在个案中
尊重原告的意愿即可。

2.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彩礼应当返还的正确理解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在决定彩
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
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
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
返还彩礼。 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
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
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

对 《婚姻法解释 (二 )》 第十条第

一款第 (一) 项规定的 “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的”， 应当区别两种情形：

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亦未共同生活， 这种情形下彩礼应当全
部返还。 此属司法解释制定的初衷。 最
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指出，本项指的是双
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在一起共同
生活的情形。

另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 但确已共同生活的。 对此， 《全国
民 事 审 判 工 作 会 议 纪 要 》 （ 法 办
【2011】 442号） 明确： “《婚姻法解释
(二)》 第十条第一款第 (一 ) 项规定的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并非针对
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 如果未婚男女
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

间、 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
素， 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
值得注意的是， 该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
法解释， 但属于司法政策， 人民法院处
理此类案件必须参照执行。 因此说， 就
本案而言， 已经形成共识， 对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已共同生活的，
适用酌定返还原则。

3.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当注意
的其他问题

（1）结婚前给付彩礼的 ，必须以离

婚为前提 ， 人民法院才能考虑支持给
付人的返还请求。 如果给付彩礼之后，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给付人反悔 ，提
出要求返还彩礼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2) 给付彩礼后 ， 虽然办理了结
婚登记， 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
活的， 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
护。 双方登记结婚后， 在法律上已经形
成合法的夫妻关系。 不过， 如果一直没
有共同生活的话， 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
互扶助、 共同生活的经历。 所以， 对双
方当事人而言， 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虽已成立， 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
活并没有开始， 故只要在离婚情况下可
以请求返还彩礼。

(3) 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
难的 。 没有特殊规定的话 ， 已经结婚
的， 彩礼将不用返还。 而司法解释中因
给付导致给付人一家生活困难的， 就属
于特殊情形， 虽然已经结婚， 也应当返
还。 对于这一点的掌握应该尽量从严。
在审判实践中把握生活 “绝对困难” 的
标准， 并非是当事人举出村民委员会或
者社区的一纸证明， 而是要深入到当事
人生活之中， 体察民情， 用公正之心确
信该证明的效力。 当事人常年吃低保或
救济， 可以直接认定属于生活 “绝对困
难”。

(4) 要区别彩礼给付与赠与行为 。
彩礼可以返还 ， 但若属于一般赠与行
为， 要求返还赠与物的法院通常不予支
持。

(5) 彩礼返还适用诉讼时效问题。
彩礼的返还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 即两
年。 此类纠纷时效的起算， 有以下几种
情形： 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给付人应当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向对
方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方拒不返还的，
诉讼时效开始起算。 如果双方已登记结
婚， 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 给付人
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诉讼
时效开始计算。 当然， 根据法律的有关
规定， 基于本条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的
诉讼时效， 也可以发生中止、 中断、 延
长的情形。

（作者单位：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卧龙区人民法院）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在婚姻家庭纠
纷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且裁判不一
的现象亦相当常见， 本案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主
体、 对于未登记结婚但同居的彩礼如何
返还存在不同观点。

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
为， 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
女，故适格被告应当是王某之女，而不是
王某；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缔结婚约的
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 王某之女为
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人， 但基于王某之女和王某系家庭共同
成员，王某作为家庭的“户主”，是该家的
“代表人”， 所以， 王某作为被告并无不
当；第三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
是李某和王某之女， 王某之女是当然的
被告。但是，考虑到王某之女可能另嫁他
人，考虑到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应当将
王某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彩礼返还问题。 对因彩礼发生
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 婚姻法未作规
定，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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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
十条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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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实践中
对此类纠纷处理不一。 在本案中表现为
不同观点是 ：第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彩礼应当全部返
还 ；第二种观点认为 ，虽然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但李某和王某之女已经共同
生活一段时间 ，故彩礼不予返还 ；第三
种观点认为，根据李某和王某之女生活
时间及彩礼数额，酌情返还。

【案情】
2013年5月， 原告陆某驾驶电动

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随后
向被告B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被告向陆某所在的A公司发出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A公司向被
告提供了相关证据， 以证明陆某事发
时在别厂上班 ， 并不是在A公司上
班。 被告于2013年8月23日作出工
伤认定中止通知书， 并送达双方。 陆
某认为自己已经向被告提供了相关材

料， 现在只因用人单位对劳动关系提
出异议就中止工伤认定不合法， 故诉
至法院， 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
定中止通知书。

【分歧】
针对本案被告是否有权中止工伤

认定程序， 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工伤认定机关

无权中止工伤认定程序。 因为 《最高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

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

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 》 （[2009] 行

他字第12号） 明确说 “根据劳动法第
九条和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条、 第
十八条的规定， 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
认定程序中， 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
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

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 工伤认定机关

有权中止工伤认定程序。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条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适用本法： （一） 因确认劳动关系发
生的争议”， 对劳动争议进行处理是
仲裁部门的职权， 不是工伤认定部门
的职权， 工伤认定机关不能越权。

笔者认为 ,对此问题不应一概而
论， 应注意划分工伤认定机关和仲裁
机关认定劳动关系的界限， 以决定工
伤认定机关是否应中止工伤认定。

【评析】
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工伤认定的基

础 。 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确定
时， 如果当事人已经启动对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的仲裁程序， 劳动行政部门

可以中止认定程序， 待是否构成劳动关
系确定后， 再启动对是否构成工伤的认
定程序。

在工伤认定程序中， 有时存在申请
人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有争议但又不同

意申请仲裁的情况， 此时， 应注意划分
工伤认定机关和仲裁机关认定劳动关系

的界限。
合理划分认定劳动关系的界限可以

加大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 根据我国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个完整的工伤
赔偿程序包括劳动关系确定 、 工伤认
定、 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赔偿仲裁诉讼
乃至执行很多环节， 完整走下来可能要
花费很长时间。 如果将一些简单的一般
行政人员都能够判断的劳动关系都推向

仲裁和诉讼程序将极大拉长受伤职工寻

求救济的时间， 不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保护。

合理划分认定劳动关系的界限应注

重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的解决程序设定了

调解、 仲裁、 诉讼等形式， 是解决劳动
争议的一般程序， 如果要求工伤认定机
关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解决所有的劳动关

系确定问题， 将架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设定的法律程序， 不利于法律秩序的
安定性。

因此， 对工伤认定程序中劳动关系
的认定， 要综合考虑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保护和法律秩序的安定； 要考虑到大部
分相对简单劳动关系可以直接认定 ，
又考虑到部分案件相对复杂 ， 需要仲
裁机关来认定 。 工伤认定机关和仲裁
机关认定劳动关系的界限是可以划分

清楚的 。 对于简单的 ， 如劳动者或者
用人单位提供工资支付凭证或者记录，
如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 缴纳各项社
会保险费的记录 、 用人单位向职工发
放的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证明
身份的证件 、 单位的考勤记录 、 劳动
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
表”、 “报名表” 等招用记录、 证明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公证文书 、 双方签
字盖章确认的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出
具证明存在劳动关系且在工伤认定举

证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等其他一般行政

人员能判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情形，
可以由工伤认定机关直接确定。 除此之
外， 其他对劳动关系有争议的， 工伤认

定部门应当告知当事人走劳动仲裁程

序， 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 让部分复杂
的案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 让其走仲裁
程序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实质性的

影响。 因为劳动者还有其他救济途径，
完全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来确定其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职工不肯申请劳
动仲裁， 企业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也有权申请仲裁或者起诉要求确认不存

在劳动关系。
总之， 工伤认定机关在工伤认定程

序中有认定受伤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的职权， 但不意味着工伤认
定部门可以对所有的劳动关系作出认

定。 工伤认定机关认定劳动关系应基于
一般行政人员的认知常识进行判断， 如
果基于一般认知常识可以判断， 则对存
在劳动关系予以认定， 继而作出是否为
工伤的认定。 如果基于一般认知常识不
能判断， 则应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法院的
民事诉讼程序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工伤认定机关此时只能中止工伤认定程

序， 待相关法律关系明确后再作认定。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人民法院）

【案情】
2010年3月起农民工李某即跟

随包工头张某施工， 至2013年12
月， 张某先后向李某开具了6张工
资欠条， 理由是其所包工程尚未结
算。 2014年1月3日李某得知张某
拿到工程款前去索要工资18.7万
元却被拒。 在第十次索要未果后李
某以6张工资欠条为证据起诉， 张
某则辩称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法院不应直接受理， 请求驳回李某
的起诉。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 本案以 “工

资” 作为基础关系， 而工资仅在劳
动关系中才会发生， 故本案属于劳
动争议案件， 法院不可直接受理，
应当驳回李某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为一般
债务纠纷， 法院可直接受理。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 从法律规定层面上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规定了劳动者以工资欠条作为证据

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情形， “诉讼请

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 视
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 按照普通民
事纠纷处理”。 本案中被告张某的答
辩理由显然并不涉及其与李某的劳

动关系问题， 而仅仅就法院是否有
权直接受理的问题进行辩解； 同时，
该规定中所说的 “普通民事纠纷”
应当指的是有别于劳动仲裁纠纷的

一种处理方式， 即承认法院有权直
接受理。

其次， 从利益衡量层面上看：
利益衡量重在检视裁判结果的妥

当性， 它历经多元规则的选择、必
要的沟通协商和合法性检验。 农民
工以工资欠条为证据追讨工资的

案件，倘若将其作为劳动争议案件
对待，则要仲裁前置，走完“一裁两
审 ”的繁琐程序 ，这对于处在弱势
群体行列的农民工而言是缺乏法

律人文关怀的。 出于内在权利和秩
序利益优于 “单边 ”制度利益的考
虑，为了尽快实现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只要该欠条不涉及劳动关系的
其他争议事项，工资欠条的性质就
应当定性为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以
基础关系 “工资 ”来否定 “欠条 ”的
性质。

最后， 从司法实践层面上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 “黑心老板”
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现象屡有发生，
法院秉承司法为民的宗旨， 简化农
民工以工资欠条为证据追讨工资案

件的审理程序， 合理把握法律尺度，
在涉民生案件上实现快立、 快审、
快执， 这不仅有利于此类案件的处
理， 而且部分经由利益衡量所产生
的裁判规则也转化成为有规范拘束

力的制度， 这恰恰使社会效果与法
律效果达到和谐统一， 是司法实践
的最佳选择。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田县人民
法院）

重庆蔡氏制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
3401号原告墨森瓷器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 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
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材
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陈述意见及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本院将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区 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
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倪金琴： 本院受理原告陈六冬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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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进步、张忠倩：本院受理原告吴大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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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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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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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福建]屏南县人民法院

陈孝银： 本院受理原告韦六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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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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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屏南县人民法院
屏南县康泰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陆长富与

你公司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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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屏南县人民法院

陈杰龙： 本院受理原告赖先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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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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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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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顿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始兴县人民法院
冯■：本院受理黎兴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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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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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李坤军：本院受理杨琼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通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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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邓敏：本院受理陈立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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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贵州]金沙县人民法院

王强： 本院受理原告陈述亚诉与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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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临西县人民法院
秦荣红： 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秦荣

红、秦武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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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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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刘长树：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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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郝建： 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和郝
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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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秦荣红： 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秦武

军、秦荣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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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司玉林： 本院受理原告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司学

东、司玉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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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郭青月（身份证号 410928195511182470）：本院受理侯世

银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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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 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河南欧美亚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 ： 申请执行人晓星钢

帘线 （青岛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欧美亚光伏太阳能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本院已依法受理并向你
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 。 由于你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
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申请执行人申请对你
公司限制高消费 。 经本院审查 ，符合法律的规定 ，可以限制
你公司的高消费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
百五十五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
干问题的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
第三条 、第十一条的规定 ，决定如下 ：限制河南欧美亚光伏
太阳能有限公司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前高消

费 ，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玉霞及总经理 、影响债务履
行的直接责任人不得有以下以公司财产支付费用的行为 ：
一 、乘坐交通工具时 ，选择飞机 、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以上
舱位 ；二 、在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 、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等场
所进行高消费 ；三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 、扩建 、高档装修
房屋 ；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 、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 、购
买非经营性必需车辆 ；六 、旅游 、度假 ；七 、子女就读高收费
私立学校 ；八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 、其他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 。 被执行人违反限制高消
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不履行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 、裁定的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予以拘留 、罚款 ；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追究其刑事责任 。 有关单位在本院
公告后 ，仍允许被执行的人高消费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 ，追究
其 法 律 责 任 。 举 报 电 话 ：0372 -2097344 举 报 邮 箱 ：
1921293276@qq.com。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陕西金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杨凌金坤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陕西三原多威集团总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企业兼
并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3） 三法执字第
00117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三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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