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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几年前，一部小制作电影《疯狂的石头》曾引得影迷们热烈地追

捧。影片里，保安、小偷、大盗为了一块玉石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

保护和争夺。一颗小小的石头之所以能引起各路“英雄豪杰”的疯

狂，就在于它美丽外表下蕴藏着的金钱。

君子爱财，本应取之有道。可为了金钱，河南人王春晓策划并实

施了曾在安徽蚌埠引起广泛关注的“3·4”玉器店大劫案，自编、自

导、自演了一出“疯狂的石头”现实版，在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上

诉期间，因他又供述了另外一起抢劫犯罪，导致案件审理一波三折。

最终，随着王春晓被依法执行死刑，这出疯狂的闹剧才画上了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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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发：玉器市场 保安群众合力擒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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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春晓、王举在法庭上受审。侦破：精心预谋 劫杀玉器店老板

审理：不服一审 上诉期间供述漏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春晓、
王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抢劫，采
用暴力方法，强取他人财物，并在抢劫
过程中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构成抢
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王春晓在两起共同犯罪中
提议抢劫、选择作案目标、准备作案工
具，并在抢劫过程中持刀戳刺被害人
致其死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
部犯罪处罚；其连续实施抢劫犯罪，犯
罪数额均达到巨大的标准，在其中一
起抢劫犯罪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
故意刺伤被害人，并放任死亡结果的
发生。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
罪行极其严重，尽管王春晓认罪态度
较好，但不宜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举在有期徒刑刑满释放
后不满五年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其在王春晓的邀约下参与抢劫，在
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辩护人提出被告
人王举系从犯，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
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王春晓、王
举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亲属造成实际
经济损失丧葬费 20320 元应予赔偿。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两被告
人赔偿的被害人收入 400 万元，不是
必然遭受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属
于精神抚慰金，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王春

晓、王举连带赔偿被害人收入 400 万
元、死亡赔偿金 427660 元、精神抚慰
金 80000 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
予支持。

依据查明的事实，2014 年 3 月 6
日，安徽省蚌埠市中院作出判决：被告
人王春晓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王举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春晓、王举
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
20320元。

宣判后，被告人王春晓再次提起
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二审开
庭审理此案，于 2014年 7月 21日作出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并依法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经复核，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核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
对被告人王春晓以抢劫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

今年 5月 14日，安徽省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
死刑命令，将罪犯王春晓验明正身，押
赴刑场，执行死刑。

安徽省蚌埠市，地处淮河之滨，因盛
产珍珠，有着“珠城”的美誉。多年以来，
让蚌埠声名鹊起的除了美丽的珍珠，还
有一样人见人爱的“好物件”——玉器。

作为中国著名的玉器之城，近30年
时间，蚌埠的玉器作坊发展到 5000 多
家，从业人员已达到近 10万人，年产值
30 亿元，产品销往国内主要玉器市场，
成为当地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为了做好产业集聚，做大规模，当地
建起了一座占地300多亩的安徽乃至华
东地区最大的古玩玉器市场。在这个市
场里做保洁员和保安的霞姐和德哥，都
是市场里的“老人儿”，每天打扫卫生，巡
逻市场秩序，他们谁也没想到，有一天自

己竟然和一起惊动当地的大案有了交
集。

2012 年 3 月 4 日，吃完午饭换上保
洁的马褂，勤快的霞姐像往常一样，一手
拿着簸箕，一手拎着扫把，在市场沿着道
路捡拾着一上午来来往往的客户们丢下
的垃圾。

忙乎了一会，霞姐看到市场里“天成
阁”玉器店的店门里有人影晃动。当时天
气阴沉沉着，店里的光线不是很好，可店
里的灯却一反常态没有打开。下意识间，
霞姐觉得有些蹊跷，走过去不久，放心不
下的霞姐在市场里找到保安队副队长德
哥。

“哎，跟你说个事，我怎么觉着老马

的店里有点不对劲呢？”霞姐把心里的疑
虑一说，警惕性颇高的德哥随后就跟着
霞姐来到“天成阁”玉器店，对店铺里的
可疑男子进行盘问。

“俺是给老马看店的。”店里的男子
回头说了一句，然后又在柜台里随便摆
弄着。

听他这么一说，霞姐和德哥也没好
说什么，就转到了别处。可多年的经验，
让两人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于是，德
哥就在附近转悠、巡查，不时地关注着店
里的情况。而霞姐按照玉器店玻璃门上
贴着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恰好，电话是
老马妻子的，听霞姐说店里有人看店，老
马妻子顿时一惊，赶紧告诉霞姐，自家的

玉器店从没让任何人去店里帮忙看店。
挂了电话，霞姐一路小跑找到德哥，

把老马妻子的话一说，德哥立马跑回“天
成阁”，发现那名可疑男子已打碎柜台玻
璃，正往包里、口袋里塞玉器。

“你今天别想走了！”德哥大喊一声，
一把拉上店门，把可疑男子堵在了店里。

店里的男子一看保安堵在门口，从
柜台上抱起一块很大的玉石籽料，直接
冲向店门，在撞碎了玻璃门后和德哥撞
到了一起，瞬时间，德哥的右手、额头被
玻璃碎片扎的鲜血直流。

“来人呐，抓强盗，抓贼啦！”站在门
外的霞姐一看德哥揪着那男子不放，赶
紧喊叫起来。听到叫喊声，附近的店主和
市民纷纷冲过来，帮着德哥制服了男子。
不一会，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将男
子带到了派出所。

“天成阁”玉器店老板老马是市场里
的一个老经营户，多年来，无论是市场里
的商户还是天南海北的客户，对老马都
有着很好的评价。忙乎了大半辈子，老马
的店铺也越做越大，店里有时候堆满了
各种玉器石料和成品，琳琅满目。

2011年下半年，王春晓从河南来到
蚌埠游玩时，经过老马的玉器店，看到里
面生意很好就进去转了转，在向老马询
问了一些玉器和石料的价格后，王春晓
当时就咂舌了：没想到一块不起眼的玉
石籽料居然能值几十万的“大价钱”。而
老马做梦也没想到，那次跟往常一样向
客户无意间的介绍，竟会给自己引来杀
身之祸。

到了 2012年 2月中旬，因做生意亏
了钱，一门心思想着到处抓钱的王春晓
想到了远在安徽蚌埠的玉器店，想着那
一块块价值不菲的玉器和石料，一个罪
恶的念头在脑子里迸了出来：去抢劫玉
器店！随后，王春晓找到了曾因犯抢劫罪
被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判处三年有期

徒刑的老乡王举，把抢劫的想法一说，两
人一拍即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春晓在永城
租了一辆轿车，准备了帽子、手套、口罩、
折叠匕首、玩具枪、胶带等作案工具。

2012 年 2 月 24 日，王春晓、王举驾
驶着租来的车辆，从永城径直开到蚌埠，
通过跟踪观察，摸清了老马的生活规律
后，2月 26日，二人驾车返回永城。仅隔
一天后，王春晓、王举再次驾车赶至蚌
埠，伺机作案。

3月 4日上午 9时许，按照摸清的规
律，二人驾车来到老马居住的小区，将车
辆停放在地下车库内老马的越野车附近
守候。

不一会，老马从家里出来，拎着一个
塑料袋，走向自己的越野车。到了车门
前，老马按了下车钥匙，两下熟悉的滴滴
声过后，老马伸手拉开车门，正要准备坐
进去的当口，王举从边上的车里跳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猛地顶在老马的后
腰上。

“你，干什么！”一声惊呼后，老马奋
力反抗着。可终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难以抵挡两个年轻力壮的凶徒，加上对
王举手里的那支“手枪”的忌惮，在遭受
了一阵殴打后，老马被王春晓和王举挟
持到了二人停放在旁边的轿车内。

危急中，被压在车后座上的老马连
声呼救并不停地反抗。眼看老马还没有
被完全制服，王春晓当即抽出手，举起
刀，朝着老马的腹部狠狠地捅了进去。一
声惨叫后，老马顿时瘫软下来，边上的王
举随即用胶带捆住了老马的手脚。

二人从老马身上搜出“天成阁”玉器
店的钥匙，王举又将老马随身佩戴的蝴
蝶玉佩项链拽下交给王春晓。

坐在驾驶位置上的王春晓启动车
子，冲出车库，顺着马路狂奔起来。不一
会，二人驾车将老马劫持到蚌埠近郊的
怀远县古城乡附近一偏僻农田处。停下
车，二人把气息奄奄的老马抬下车，藏匿
在农田水渠的涵洞内。为防止被发现，二
人用水泥石板和稻草将涵洞洞口堵死。

之后，驾车来到古城乡街道，将轿车丢弃
在路边并拦下一辆出租车返回劫持老马
的停车场，开着老马的越野车来到玉器
市场。

停车后，王举留在车中接应，王春晓
前往“天成阁”“取货”。在玉器店，王春晓
用钥匙打开店门，从展示柜台内拿出 9
块玉器塞进包内。在作案过程中，遇到了
保安德哥的盘问，在企图逃离现场时，被
德哥和闻讯赶来的商户协力抓获。留在
车上的王举发现“天成阁”门口吵闹起
来，见势不妙，偷偷下车，走出一段路后，
打了辆出租车逃离现场。

在派出所，被抓获的王春晓很快交
代了作案经过。依据交代，侦查人员和医
务人员赶到藏匿老马的现场，发现老马
已经死亡。经尸检，证明老马“系单刃刺
器造成胃及下腔静脉破裂引起急性大出
血而死”。2012 年 3 月 7 日，王举在河南
省永城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安机关从抓获的王春晓身上搜出
9 块玉器，并从两人停放在古城乡街道
的轿车里查获老马遇害时被抢下的玉
佩，经蚌埠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
10块玉器总价值220.25万元。

2013年 3月 28日，安徽省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据公诉机关指控，对王春
晓、王举作出一审判决：王春晓犯抢劫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举犯抢劫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判令
王春晓、王举连带赔偿老马的妻女丧葬
费20320元。

判决后，王春晓对刑事判决不服，老
马的妻女对附带民事判决不服，分别在
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案件上诉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后，不知道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希望用
立功来为自己开脱，希望保命的王春晓

在二审期间，主动向法庭供述了2011年
7月7日抢劫“政通金银店”的犯罪事实。

据王春晓交代，2011年 7月 7日，王
春晓伙同蒋佳佳、王中山（均另案处理）
驾驶一辆套牌车，窜至山东省单县蔡堂
镇政通街王某经营的“政通金银店”内，
持刀和玩具枪先是对店主进行威胁，随
后砸开柜台，抢走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后
逃窜，后在河南夏邑销赃，所获赃款 15
万余元被三人瓜分。

因存在漏罪，2013 年 5 月 27 日，安
徽高院依法裁定撤销了蚌埠中院的一审
判决，将案件发回蚌埠中院重新审理。
2014 年 2 月 21 日，被告人王春晓、王举
在安徽蚌埠重新接受审判。

开庭当天，闻讯赶来旁听的群众挤
满法庭。看着被告人席上低着头的王春
晓和王举，人们小声地议论着。坐在法庭
上的老马的妻女强压着怒火，不时悲恸
地抽泣着。

在庭审中，二被告人对所犯的抢劫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庭辩论中，王春晓称当时在抢劫
过程中因为紧张无意间捅伤老马，并不
是要杀害被害人。对此说法，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及代理人当即进行了驳斥。代
理人指出，在抢劫过程中，王春晓持刀捅
伤老马，并转移他处塞进涵洞，根本没有
抢救老马的打算，主观恶性极深。

控辩双方对 2011 年 7 月 7 日“政通

金银店”抢劫案没有异议。
辩护人提出，王春晓被抓获后主动交

代了被害人的藏匿地，应认定为自首情
节。对此，公诉人当即予以反驳，指出王春
晓交代藏匿被害人的地点和同案犯王举，
属于应当供述的内容，而非自首。而对于王
举的辩护人提出的王举在共同犯罪中作用
较小，应属从犯的观点，公诉人表示，在共
同犯罪过程中，王举首先持玩具枪威胁被
害人，并共同对被害人实施殴打等加害行
为，不应认定为从犯，二被告人主观恶性
较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

“我们不同意调解，我们就要他们被
枪毙！”庭审结束前，在审判长向老马的
妻女征询是否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
时，老马的妻女眼含热泪，断然拒绝了二
被告人的道歉，并且不同意就民事赔偿
进行调解。

4 结局：罪行严重
天理昭昭“主角”伏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10日（总第6405期）

申请人潍坊海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汇票一张丢失
（票号为32000051 21610915，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出票人为
天津钰融欣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莱芜市荣宇经贸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到期日为2015年8月10日，付款行
为天津华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4日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7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使用、转让上述支票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王学林：本院受理郭树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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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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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遵化市人民法院

湖北永惠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北省大冶市还地
桥镇煤矿村村民委员会诉你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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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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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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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还地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依法缺席
判决。 [湖北]大冶市人民法院

黄开加、胡长松：本院受理原告黄玉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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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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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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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还地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依
法缺席判决。 [湖北]大冶市人民法院

湖北欧霸体育场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市洪山区飞达石英
砂建材销售中心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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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武汉市洪山区飞达石英砂建材销售中心请
求判令：被告湖北欧霸体育场地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武汉市洪山区飞
达石英砂建材销售中心货款69250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1万元，承担
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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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华路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武汉晋江物资有限公司、任生贵、郝金英：本院受理原告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硚口支行诉被告武汉晋江物资有限公司、武钢集团国际
经济贸易总公司、湖北飚威商贸有限公司、山西昌盛化工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任生贵、郝金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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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云、神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神韵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北联丰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林云、神韵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神韵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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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中南供销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
集团公司:本院已经受理（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52号原
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诉被告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中南供销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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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叶响林、叶腊苟、邹友弟、雷丽
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被告武汉

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叶响林、叶
腊苟、邹友弟、雷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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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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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9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集安船务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文海：本院受理王雨仁、
邵晓星诉你们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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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传票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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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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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杭州汇润涂料有限公司、应跃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巴德富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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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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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黄先中：本院受理崇明县城桥镇山阳村村民委员会诉黄先
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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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11月18日下午13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黄先中：本院受理崇明县城桥镇山阳村村民委员会诉黄先
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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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11月18日下午13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张胜利：本院受理原告姜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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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
序转换普通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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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沽审判区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

游强、杨烁：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
海分行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民事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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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游强、杨烁：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

海分行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民事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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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张继辉：本院受理原告蔡健诉你民间借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诉讼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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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张金钟：本院受理原告张金良诉被告张金萍、张金柱、张金钟法
定继承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诉讼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华审房地产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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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易途国际旅行社（天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贺琪诉你旅游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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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1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周庆松、郝英楠：本院受理赵立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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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1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霍斌(12010219740403191X)：本院受理邱金霞诉你民间
借贷一案，现依法向你进行公告送达。原告诉称你累积向原告借
款60万元，2013年3月9日你向原告出具欠条，承诺2013年4月
9日还款，其后经原告多次催要，你并未偿还。故原告起诉至法
院，要求：1、要求被告偿还欠款6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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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十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霍斌（12010219740403191X）：本院受理刘淑萍诉你民间
借贷一案，现依法向你进行公告送达。原告诉称你累积向原告借
款27万元，2013年3月9日你向原告出具欠条，承诺2013年4月
9日前还清，但其后经原告多次催要，你并未偿还，故原告起诉要
求：1、要求被告偿还欠款27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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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十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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