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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讯 航道工程公司以 1100 万
元的价格向邱某购买船舶，本想利用船
舶以融资租赁方式融资 3800 万元，解
决公司资金短缺难题，但不料邱某在协
助办理融资租赁手续后拒绝返还差价。
上海海事法院判决邱某应将740万元返
还至监管账户。近日，邱某主动履行了
还款义务。

融资远超船舶价格

2012年10月19日，航道公司与邱
某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以 1100 万
元购买邱某所有的“HT3”轮；航道公
司通过融资方式筹措购船款，邱某配合
办理相关融资手续；若双方于当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融
资租赁协议，则该合同解除。

2013 年 1 月 8 日，航道公司、邱
某、某融资租赁公司三方签订船舶买卖
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其中，船舶买卖

合 同 约 定 ： 邱 某 以 3800 万 元 将
“HT3”轮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

随后，融资租赁公司在扣除保证
金、手续费后将购船款 3040 万元汇入
其与航道公司的监管账户后，再从监管
账户将钱转给了邱某。应航道公司要
求，邱某先前将个人银行卡及“网银”
交存于航道公司。

卖家起歹念截留船款

面对自己账户里的巨款，邱某顿感
被幸福砸晕了头脑，立即向银行办理了
银行卡和“网银”的挂失，仅以支付回
扣的名义向航道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妻
子汇付了1200万元。

航道公司在催讨无果后，向上海海
事法院起诉，要求邱某返还剩余款项。

邱某认为：在2013年1月8日三方
签订船舶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时，
其与航道公司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已经

解除；船舶最终以 3800 万元成交，航
道公司请求返还差价没有依据，先前汇
付的1200万元是回扣。

超出款项应该返还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船舶买卖
合同书》签订后，航道公司始终与融资租
赁公司联络沟通融资事宜，邱某则配合
航道公司办理手续。虽然《船舶买卖合
同书》约定有终止期限，但双方在该期限
届至的前后一段时间内始终连续履约，
且邱某将自己的银行卡和“网银”交存于
航道公司处，足以使航道公司对邱某产
生信赖，故《船舶买卖合同书》对双方仍
具有效力。此后，邱某又向航道公司法
定代表人汇付1200万元，在没有其他合
理解释的情况下，该行为显然与航道公
司关于双方约定的船舶真实交易价款为
1100万元、融资所得超出部分应向航道
公司返还的约定不符。 （倪中月）

承办法官林焱介绍，船舶融资
租赁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一种船舶
融资方式。一方面，航运及相关行
业经营者可以借助融资解决自行购
买、建造船舶遭遇的成本高、耗时
长的问题，加速资本循环，减少经
营风险；另一方面，船舶的固有价
值及出资人的全程参与可以保障出
资人资金的合理使用与受偿，在一
定程度上确保资金安全。但在实践
中，出租人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往
往关注承租人的还款能力超过租赁
物的实际价值，造成融资额远高于
租赁物实际价值从而引发纠纷。本
案中，船舶融资的商业机会系由航
道公司联系融资租赁公司获得，航
道公司又是船舶的实际使用人即承
租人，负有向融资公司支付租金的
义务。在融资所得 3800 万元远超船
舶实际价值，租赁物价值不足以全
额担保的情况下，将超出实际价值
部分的款项返还至出资方与融资方
共同开立的监管账户既符合交易公
平的原则，也有助于防范融资风险
的发生。

要房被拒杀父伤母 得母谅解被判死缓 车上人员被甩车外压死
判决按“第三者”险理赔

■连线法官■

本报讯 俗话说：“鸦有反哺义，
羊有跪乳恩。”可北京市房山区竟有逆
子因向父母要房被拒，丧心病狂砍死父
亲、砍伤母亲。因得到其母亲及亲属谅
解，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
该起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
告人陈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
减刑。

要房过户被拒
砍死父砍伤母

2013年5月9日19时许，在北京市
房山区西潞街道金鸽园南区1号楼1单
元402号，被告人陈珑因家庭琐事与其
父陈恒伟 （殁年 60 岁）、其母高春青
（时年56岁） 产生矛盾，遂持刀猛砍、
刺陈恒伟的头、面、颈、胸、腹等部位
数刀，并猛砍高春青的头、面部数刀，
致陈恒伟失血性休克死亡，致高春青重
伤（二级）。

是什么深仇大恨让被告人如此疯狂

凶残，竟然将自己的父亲活活砍死，将
母亲砍伤？

“我杀我父母是因为常年吵架，真正
决定杀我父母的，是在案发前半个月左
右。我想案发日一个月后动手，我说给他
们一个月时间考虑房子过户的事。”陈珑
供述。

高春青陈述：“在事发的前两天陈珑
要陈恒伟把小西天的房子过户给他，陈
恒伟不同意，陈珑要求在一个月内答
复。”

陈珑的舅舅作证时说：“后来听我姐
说是陈珑向他父亲要房产证，他父亲不
给引起的。”

是有“精神病”
还是“没良心”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陈珑对
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陈珑的辩护人认
为，陈珑具有人格障碍，案发前喝下大量
含有尼古丁成分的烈酒，导致其自控能

力明显下降。
最初，陈珑曾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

那么，陈珑究竟是否是精神病人呢？
其亲戚作证时称：他只是“不爱与

人交流”，“陈珑没有病”。
其母高春青承认“平时陈珑要是生

气就在自己屋内砍柜子或门发泄”，但
“陈珑的精神没有问题。”

陈珑供述称：“我精神挺正常的，第
一次做鉴定时我的表现是我装出来的。”

后经多次鉴定，陈珑被诊断为人格
障碍，其作案时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既然是正常人，即使为了房子，也
不至于杀父砍母，是什么原因让陈珑痛
下杀手呢？

“陈珑和他父亲矛盾挺大的，和他
母亲关系也一般。” 陈珑的表哥刘某作
证时说。

“ 陈 珑 和 他 父 亲 的 关 系 不 怎 么
样。” 陈珑的大姨作证时说。

陈珑的母亲高春青也称：“陈恒伟
和陈珑平时沟通很少，陈恒伟看不起陈

珑。”
陈珑供称：“前天我和父母又吵架

了，吵架后我打算杀害我父母，我想准
备充分了，大概 30 天后再杀害我父
母”；“我之所以要杀我父亲，是因为
我父亲平时老教训我，总看不起我。
出事前几天我想做买卖管我父亲要
钱，他不给我。我之前还跟我父亲要
房产，他也不给我。案发当天我借着
酒劲把我父亲不好的地方都想起来
了，越想越气，就把我父亲杀了”。

母亲及亲属谅解
被判死缓限减刑

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陈珑的母亲
高春青、被害人陈恒伟的近亲属对被告
人表示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珑因家
庭矛盾竟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

重，依法应予惩处。鉴于陈珑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害人
及被害人近亲属对其表示谅解，并
结合本案具体情节，对被告人陈珑
判处死刑，可不予立即执行，同时
鉴于陈珑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决
定对其限制减刑。关于被告人陈珑
的辩护人所提陈珑具有人格障碍，
案发前喝下大量含有尼古丁成分的
烈酒，导致其自控能力明显下降，
本案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法院对
陈珑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陈珑
虽有人格障碍，但其作案时辨认、
控制能力存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
能力，其持刀多次砍刺两名被害
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社会
危害性极大，故对该节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另提本案由家庭矛盾引
发，陈珑有认罪、悔罪表现等意
见，经查属实，在量刑时酌予考虑。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段永刚）

本报讯 乘车人在车祸中被抛
出车外，被所乘车辆碾压致死，这
种情况是按“车上人员”责任险赔
付，还是按照“第三者”责任险赔
付？近日，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
对该起侵权赔偿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保险公司按“第三者”责任险
给予赔付。

2014 年 7 月 11 日 18 时，车主
张某雇请司机袁某驾驶一辆轻型自
卸货车运载木材，并乘载肖某、杨
某等4人。当货车行至一处急弯路
段时，由于车速过快，车辆打滑，
货车坠落道路右侧的山岰中，坐在
车厢上的肖某、杨某从车上甩出，
被滚落的车辆及木材砸压当场死
亡。兴宁市交警大队经现场勘查后
作出认定，司机袁某承担此事故的
全部责任，肖某、杨某不承担此事
故的责任。

7月16日，经双方协商，车主
张某共赔偿79万元给两死者家属。

事后，张某向投保的财产保险
公司申请理赔，该保险公司却以受
害人肖某和杨某是“车上人员”为
由，拒不理赔死亡赔偿金。于是张
某将保险公司起诉至兴宁市人民法
院。

原、被告双方就肖某和杨某应
该按“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
进行赔付展开激烈争辩。

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两
被害人在车上，事故车辆在翻滚中
将乘车人员肖某和杨某甩出车外，
并不能改变其系“本车人员”的性
质，故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
范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张某则认为，肖某和杨某在车
辆发生事故前虽系“车上人员”，
但其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被
甩出车外，与运行中的被保险车辆
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符合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中所称的

“第三者”的范畴，应认定为被保
险车辆以外的人员，应当由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
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保险车辆
发生意外交通事故受害的人是属于

“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必须
以该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
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
上为依据。

本案中，受害人肖某、杨某死亡
原因为抛出车外被车辆及木材砸压
当场死亡，因此，涉案交通事故发生
时，肖某、杨某不在涉案保险车辆之
上，而是被抛出车外后被车辆及木
材砸压，因此二受害人应属于保险
法意义上的“第三者”，而不是“车上
人员”。根据相关法律和双方合同
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造成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
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对交强险之外的损失部分，在第三
者责任保险中进行赔偿。

因张某为受害人家属支付的
79 万元赔偿款未经被告书面同
意，故应以实际损失确定保险赔偿
数额。因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给张某 11
万元，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
偿张某48万多元。 （曹 彦）

本报讯 开车上路本应该注意安
全，遵守交规，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
这既不危害他人也保障了自己的生命财
产安全，可是总有一些人把交通安全当
儿戏，在马路上开车竞逐斗气，稍有不
顺甚至大打出手。近日，福建省屏南县
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路怒司机陆某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5年2月12 日 19 时许，被告人
陆某驾驶皮卡车从屏南县古峰镇长汾
桥头往佳垅环岛方向行驶，期间陆某
多次欲驾车超过前方池某所驾驶的小
轿车未果。因陆某认为池某是故意不
让其超车并多次在其车辆前方急刹
车，从而心生不满，遂驾车在佳垅环
岛处逼停池某的车辆，并下车质问池
某，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并扭打。陆某用

拳头击打池某面部数下。经屏南县公安
局法医鉴定，池某鼻骨左支及骨性鼻中
隔骨折，属于轻伤二级。后陆某主动到
屏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并赔偿
被害人池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39800元。另查明被告人曾因殴打他人
被处以行政拘留。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故意伤
害他人致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陆某曾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可
从重处罚。陆某犯罪以后能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
以从轻处罚。陆某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
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
以从轻处罚。其具备社区矫正条件，依
法可以宣告缓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韩 敏 宋志伟）

本报讯 刘某通过手机微信“摇
一摇”认识了一男子邓某，见面后

“好友”邓某却变身盗贼，趁刘某不注
意盗走了其 iPhone6 手机和现金。近
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
窃罪判处邓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忙碌，刘某经常
一个人在家，无聊的她总喜欢玩微信。
2015 年 5 月，刘某尝试了微信“摇一
摇”功能，不久便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好
友申请，正想找人聊天的她欣然答应加
对方为好友。

对方自称姓邓，来自湖南，现一个
人在重庆做生意，家人长期不在身边时
常让他觉得很孤独。有些相似的境况让
两人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慢慢的两人从

陌生人变成了“知音”。6 月的一
天，邓某主动约见刘某。见面后邓某
对刘某百般呵护，这让刘某非常感
动。当晚，刘某与邓某共同到一家酒
店住宿。次日6时许，邓某趁刘某在
卫生间洗浴之际，将刘某包里的
iPhone6 手 机 和 500 元 现 金 全 部 偷
走，并迅速离开了酒店。刘某发现东
西丢失后马上报警，警方及时将邓某
抓获，并追回了财物。

法院审理认为，邓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已构成盗窃罪。考虑
到邓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
行，并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遂作出
上述判决。

（徐晓琴 殷坤炙）

本报讯 以低贴现率诱骗承兑汇票
贴现，某公司因此被骗 3000 余万元。
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诈
骗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周兵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 万元；李志新、兰亦姜、
杨洪斌等7名被告人被判处十四年至三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及追缴犯
罪所得。

法院审理查明，2013 年 10 月下
旬，被告人周兵、李志新、兰亦姜多次
共谋在北京成立公司，以低贴现率诱骗
银行承兑汇票持有人前来贴现，并确定
由李志新、兰亦姜负责出资，由周兵负
责成立公司、联系票源、联系对诈骗所
得的赃款予以转移。

2014年1月8日，重庆皓峰贸易有
限公司通过他人获知被告人成立的公司
能够以5.67‰的贴现率办理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业务，遂于次日携带4张金额共
计 7276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来到北
京，联系周兵办理贴现业务。周兵等人
通过私自背书转让等方式进行贴现。1
月10日至13日，周兵等转款3100万元
至皓峰公司指定账户，随后指使他人将
骗得的 3160 万元通过“地下钱庄”汇
款转往香港。之后，周兵又提供数个银
行账户用于接收从香港汇入的资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兵等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承兑汇票贴现方
式，共同骗取皓峰公司钱财共计人民币
3160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
人周兵、李志新、兰亦姜在共同诈骗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杨洪
斌、周乐中在共同诈骗犯罪中分别起次
要作用和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
从轻处罚。被告人钟建荣、欧华勇、梁
学军为获取高额非法利益，明知是犯罪
所得的巨额赃款而积极通过非法途径协
助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依法予以惩
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陈 铜 梁 婷）

开车斗气为哪般 路怒司机终获刑

渝公司被骗3000余万
京城八骗子锒铛入狱

1100万元的船舶融资3800万元

卖家欲私吞差价被判返还740万

微信摇到“好友”见面却变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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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英、张勇：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云法民初字第0162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江英、张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
偿还原告王国平借款本金265 866.67元，及截止2015年4月29日的
利息20 737.60元，2015年4月30日起的利息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国平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40.00元，公告费560.00元，均由被告
李江英、张勇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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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贾东亮：本院受理原告王怀金诉重庆黄石建设有限公司、贾
东亮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5）云法民初字第 010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贾东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怀金支付工程款
30 000.00 元及截止 2015年 3月 19日的利息 1400.00元，2015年
3月20日起的利息仍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5.00元，公告费560.00
元，由被告贾东亮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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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李时平：本院受理原告谢维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丰法民初字第0233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由你偿还借款16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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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李远东、王能琼：本院受理上诉人张书贵诉你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418号
民事判决书，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及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第二机床厂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惠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孙木荆：本院受理上诉人邓步宽诉你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已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4285号民事判
决书，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及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超大微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福建浩伦生物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浩伦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惠安超大生物
有机肥有限公司、郭浩（曾用名郭建军）、吴少宁：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营业部与被告郭浩（曾
用名郭建军）、吴少宁、福建超大集团有限公司、福州超大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惠安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南京超大生物有机肥有
限公司、莆田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福建超大农业产品销售
有限公司、福建浩伦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浩伦农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六合超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江西南丰超
大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福建漳州超大微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福州绿色超大微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山西天行若木生物工程
开发有限公司、无锡超大微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山东潍坊
超大生物有机复混肥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原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
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郭浩和吴少宁为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郭
浩和吴少宁为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满后第 2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民四庭会议室交换
证据，下午3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郭和通：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及北京联拓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联拓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北京联拓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对（2015）西民（商）初字第 9944号民事裁定书提出上诉，请
求法院：1、撤销（2015）西民（商）初字第9944号民事裁定书，并裁
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2、裁定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上诉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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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
后15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黄建平、马念秋、沈月祥、张晓凌、李冰：费秀峰、戴鹏就
（2014）雨民初字第 45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院已经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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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理。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尹鹏尧：本院受理原告孙杰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洪泰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朝辅、尤春旺、黄
学明、苏艳静、尹磊、张娟、郝勇、王晓杰、郝光谱、梁军、张池云、王秋云、
张新立、彭光译、王云凤、陈功刚、李建兵、刘婷、李晗、郝明、耿训强、任
庆富、石鹏飞、李正建二十四人与广东珠江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纠纷二十四案，被告广东珠江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你公
司为共同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及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十五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张茜：本院受理北京威德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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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北京金运非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杜世成、闫振高、闫
振杰、胥英伟、王清朝、王乔、王林军、王玉海、文传映、田泽海、闫占旗

诉北京宇诚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林志明和你公司11个劳务合同纠
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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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辛店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玉辉：本院受理原告陈兴有诉被告陈玉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之一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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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18日 11时整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庭将依法作出判决。 [广东]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祁平【男，1935年出生，居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证件号码为
B111812(4)】：本院受理原告方艳玲诉被告祁建庭，第三人林丽珍、
李容、祁平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答辩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至法院，并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
分割属于原告所有的位于东莞市厚街镇双岗中环村台湾大道9号土
地【东府集用（2000）第 1900131804398 号，东府集用（2000）第
1900131804399号，东府集用（2000）第1900131804404号及地上厂
房的财产（价值约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民
事判决书、集体土地使用证、东莞市土地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表为证。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并
定于2015年12月14日14时整在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厚街
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广东]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许永刚：本院受理原告豆文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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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丁锦荣、周素芬、林支高：本院受理原告陈立好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要求你们偿还借款 3.5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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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7审判庭（审判楼 3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源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俊基：本院受理江苏航
宇重型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奥斯汀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
司、承黎明、刘国菁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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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陈建：本院受理方远根、陈坚诉徐州汇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江苏建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洪田宾及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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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震超：本院受理原告王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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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当事人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查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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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

刘军利：本院受理原告海城市建设机械厂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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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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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台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李世贵：本院受理原告郑栓虎、武祥、相宝成分别诉你民间
借贷及买卖合同纠纷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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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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