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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一、某村民委员会诉郑某
某等12人返还原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郑某某等系北京市房山区某村

村民。2009年，北京市房山区某村为推
进新农村建设，决定启动整建制搬迁工
程。2009年 6月22日，经全村户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某村整建制搬迁工程实施
方案》，并签署了《某村户代表大会决
议》。2010年3月，搬迁工程开始动工，被
告郑某某系第一期搬迁村民，按照实施
方案，被告郑某某家旧宅将被拆除，并可
在规划区内分配新房。2011年10月 6
日，某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新房
分配相关事宜的决议》，依据被告郑某某
等12人的申请，某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
郑某某等12人分配了住房。因对村集体
后续搬迁分房政策不满，被告郑某某等
12人在搬进依据《关于新房分配相关事
宜的决议》应分得的房屋后，将某村村内
小区未分配12套住房换锁，并占为己
有。2013年12月27日，原告北京市房山
区某村村民委员会诉至人民法院，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郑某某等12名被告
返还村集体房屋。

郑某某等12名被告则认为：不同意
返还房屋，12名被告确实按《某村整建
制搬迁工程实施方案》分配到了新房，
12名被告是第一期，但后来村委会没有
严格按照方案执行，在第二期、第三期搬
迁过程中存在分房不公的现象。例如一
部分人可以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不
在搬迁规划区居住，甚至盖平房；一部分
人分配新房面积超标；有些人不交个人
负担部分费用也可入住；一些人户口早
已迁出本村的，在搬迁过程中将户口迁
回也可以分房；部分村干部存在违反实
施方案的情况，违规建房，多占面积。

（二）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无权占有不动

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
物。本案诉争的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某村
村内小区的房屋属某村整建制搬迁工程
中未分配住房，其所有权应归属村集体
所有，郑某某等12名被告未经法定程序
私自占有，实属不当，某村村民委员会要
求返还该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
予以支持。12名被告认为原告北京市房
山区某村村民委员会在执行拆迁政策过
程中有不公正现象以及部分村干部存在
违规多占问题，应通过正当渠道予以反
映、解决，本院亦将案件审理过程中村民
反映的问题，正式函告北京市房山区霞
云岭乡政府，促请乡政府予以调查、核实
并争取妥善解决。

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判决：
被告郑某某等 12 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将北京市房山区某村村内小区的未分
配房屋返还原告北京市房山区某村村民
委员会。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该
判决现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诚实守法
本案在于教育、警示新农村建设中

的违法行为人，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正常
进行。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法律意识淡
薄且存有侥幸心理的农村村民，无视、漠
视法律、法规、规章及村规民约，妄图以
违法行为获取非法或不当利益，且行为
往往具有集团性，对新农村建设危害极
大。本案以判决的方式，昭示了在新农村
建设当中应当遵循的契约精神，打击了
新农村建设中违法侵占行为和违约失信
行为，破除了新农村建设的障碍，维护了
新农村建设秩序，保障了新农村建设的
顺利推进。

二、伊春某旅游酒店有限
公司诉张某某劳动争议纠纷
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8日，被告张某某受聘

于原告黑龙江省伊春市某旅游酒店有限

公司，从事工程员工作。至2015年9月
10日，被告以原告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及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
离开原告公司。后于2015年 9月14日
向带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解除与原告公司的劳动合同
关系，并要求原告公司支付其各项损失
费用66136.00元。带岭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带
劳人仲字［2015］第4号仲裁裁决书，裁
决如下：1.由被申请人（伊春某旅游酒店
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张某某）未签订
劳 动 合 同 的 双 倍 工 资 27958.26 元
（2541.66元×11）；2.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 人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3812.49元（2541.66元×1.5）；3.驳回申
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其加班加点的仲
裁请求；4.驳回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
付其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
日至工作截止日二倍工资的仲裁请求；
5.被申请人应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
申请人办理2014年5月到2015年9月
的社会保险，在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应积
极配合被申请人履行相关手续；6.被申
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离职前半个月未支付
工资1300.00元。原告伊春某旅游酒店
有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在法定期
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无
需支付被告各项经济损失。被告当庭明
确表示放弃在仲裁机构所提出的其他请
求，要求原告方按仲裁裁决书所确认的
内容支付被告各项损失。另查明，被告张
某某系带岭林业实验局明月林场在职职
工，自1999 年起因单位经济环境不景
气、生产任务少等原因允许被告等大部
分职工自谋生路，期间停发工资，但仍由
原单位及被告个人按法律规定的数额分
别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6月至2015
年9月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双方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
上的劳动合同关系，但原告公司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被告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向
被告支付二倍的工资。原告方认为被告
是明月林场在职职工，与原告之间只能
形成劳务关系而不能形成劳动合同关
系，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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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八条的规定：企业停薪留职、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
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
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因此原告的此项
辩解理由不予支持。被告主张按照仲裁
裁决所确定的数额由原告公司支付双倍
工资的请求并未超过其一年内的平均工
资，因此该项主张应予支持。被告所主
张 的 2015 年 9 月 尚 有 半 个 月 工 资
1300.00 元原告公司未予发放的请求原
告方予以承认，因此应予认定。但被告
社会保险费企业应当承担部分仍由其原
单位明月林场进行缴纳，其不具备再就
业企业再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待遇，因
此被告要求原告公司再行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因原告
企业无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被告自行提出要
求与原告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未履
行告知义务，原告公司无需支付被告经
济补偿金。因此判决如下：一、解除
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二、由
原告支付给被告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而产生的赔偿金27958.26元；三、由原
告 支 付 被 告 2015 年 9 月 剩 余 工 资
1300.00元。

（三）典型意义：诚实守规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张某某系林业

局在职职工，其是否能够另行与另一企
业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按照法律规定，企
业停薪留职、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
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
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
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因
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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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
条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三、丘某良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被告人丘某良与李某相识

后，丘某良称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认识的
领导，能办理教师调动等事项，并取得了
李某的信任。2014年 9月，李某找到丘
某良帮忙办理其朋友谢某报刊亭的事
情。在办理过程中，丘某良收取了李某转
交的谢某的45000元。

2014年11月，李某找到丘某良帮
助其朋友谢某的嫂子进入广东省河源市
某中学工作，丘某良答应帮其办理。在办
理过程中，丘某良以需要相关经费等理
由，通过银行转账、现金交付等方式骗取
了被害人85000元。

2014年12月，李某再次找到丘某
良，让丘某良帮助王某进入河源市源城
区某小学工作，丘某良答应帮忙办理。在
办理过程中，丘某良以找工作需要经费
为由骗取了被害人王某60000元。

期间，因办理报刊亭的事情长期未
果，为应付李某的不断催促，丘某良便于
2015年2月弄了个假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交给谢某，企图蒙混过去，不料
露出马脚。2015年3月13日，丘某良被
公安机关抓获。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丘某良无视国家法律，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
物价值19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丘某良当庭自愿
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酌情从轻
处罚。遂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丘某
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八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

宣判后，丘某良未上诉，本案刑事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诚实守信
从审判实践中来看，包括本案在内

的不少以找工作、替人办事为名的诈骗
案件中发现，犯罪分子的骗术并不高明，
而是抓住了被害人急于求成、想走捷径
的心理，从而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此类
诈骗时有发生，法官告诫广大市民不要
轻易相信社会上人员所谓的“有关系”

“有门路”，应通过正规的途径去找工作、
办事，切勿贪走捷径，谨防上当受骗。

四、微信朋友圈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戚某、钱某系夫妻，2013年6

月16日至2014年7月31日间通过微信
软件等途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手提包、皮带等），后又租用广东省韶关
市区某大厦的房间存放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待售。

2014年8月1日12时，公安机关将
钱某抓获，并在其家中查获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一批。同日16时许，戚某到公

安机关投案，并带民警到市区某大厦存
放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房间进行检
查，在该房内查获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批。

经鉴定和审计，戚某、钱某销售的商
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
为人民币77757元，其库存的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价值人民币9570元。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戚某、钱某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额较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戚
某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钱
某在作案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戚
某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一审以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二人有
期徒刑七个月和六个月，均缓刑一年零
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宣判后，
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诚信经营
本案是一起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典型案例。微信朋
友圈原是相对私人的个人空间，然而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微商，利用微信朋友圈
等新平台售假者也越来越多。与传统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相比，这类犯罪作
案手段相对隐蔽，但传播面广及推广速
度快，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及面
广，社会影响恶劣。目前，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和《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在微信购物
方面还没有明文规定，而且微商没有经
过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

五、旅游卫视诉爱美德公
司等侵犯台标著作权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卫视）起诉称，被
告浙江爱美德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爱美德公司）未经允许擅自在其生
产销售的旅行箱产品上将原告旅游卫视
的台标作为商标使用，并在被告北京京
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
公司）销售，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故起
诉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要求被告爱美
德公司赔偿损失200万元。被告爱美德
公司称，其使用的商标是其独立设计的
且使用在先，并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被告爱美德公司为证明其对涉案商
标系独立创作完成且使用在旅游卫视启
用台标之前，提交了数十份证据。其中多
份销售合同和行业协会出具的箱包及证
明是本案的关键证据。

被告爱美德公司提交的其与浙江绍
兴华阳皮件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签订的
销售合同上均印有涉案商标，合同的最
早签订日期均早于原告旅游卫视启用涉
案台标的日期。庭审中，经原告申请鉴
定，并未发现上述合同存在问题。但在后
续庭审中法院发现，上述多份合同所载
的多个联系电话在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
尚未启用或尚未由七位升位至八位，后
启用或升位的电话号码出现在先签订的
合同中，明显有悖常理，被告爱美德公司
最终亦认可部分合同日期存在倒签的情
况。

在上述合同被发现可能存在问题
后，被告爱美德公司又提交了全国皮革
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国家皮革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证明，该证明
称，2003年被告爱美德公司的箱包产品
曾在国家皮革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
行检验，现保存有一只带有涉案图标的
箱包样品在国家皮革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仓库。该时间早于旅游卫视启用台
标的时间。法院赴上述二单位进行了调

查，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赵某及国家皮革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副主任田某均称上述箱包确
系2003年检验后存于检验中心仓库。
但法院在勘验箱包中发现，该箱包确
实多处载有涉案商标，但拉开拉杆看
到拉杆上印有的涉案商标标注有

“®”，而本案在审理中查明，被告爱美
德公司2005年3月才将涉案商标申请
注册商标，2008年11月28日才获准
注册，该商标以加“®”注册商标的形
式出现在被告爱美德公司所称的
2003年产品上与法律规定及常理不
符。在后续调查中，国家皮革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田某认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向法院承认，其所作证言系
受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长赵某教唆，系不实证言，涉案箱包
实为赵某2014年交由其中心放进仓
库的，该中心经办人办公室主任到庭
予以证实。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亦到庭称，该出具的证明并非代
表中心意志，实际可能系全国皮革工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赵某利用
工作关系，私自要求该中心工作人员
盖章出具的。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认为：被告爱美德公司提交的为证明
其就涉案商标使用在先的数十份证据
均不能予以采信，被告爱美德公司侵
犯了原告旅游卫视台标的著作权。

法院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作出判
决：被告爱美德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同时，大兴区
法院认定被告爱美德公司提交的上述
多份关键证据系虚假证据，全国皮革
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具虚假证
言，上述行为情节较为恶劣，严重妨碍
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对上述二单位分别罚款100万元和
10万元，并对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的直接责任人员该协会秘书
长赵某处以1万元罚款。

判决宣判及罚款决定作出后，被
告爱美德公司就判决提起上诉，被告
爱美德公司、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赵某分别就罚款决定申请
了复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
11月4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同时也就上述罚款决定作出复议
决定，维持原决定。

（三）典型意义：诚信诉讼
本案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北

京市法院对不诚信当事人作出的首起
顶格罚款案件，罚款总额为 111 万
元，也是全国单起案件罚款总额最高
的案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对个
人的罚款最高金额由1万元提升至10
万元，对单位的罚款最高金额由 30
万元提升至100万元。本案被告爱美
德公司提交多份关键虚假证据，且在
在先证据被发现系伪造后继续变本加
厉提交虚假证据及证言，上述证据如
未被发现系伪造，很有可能导致原、
被告利益出现重大反转。被告上述行
为严重违反诚信精神，干扰法院诉讼
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对方当事
人权益，无视法院司法权威，行为极
其严重，由此大兴区法院对其处以最
高金额100万元的罚款。

2015 年 1 月 30 日公布并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
九条、一百八十九条规定，证人出庭作
证应当签署诚信诉讼保证书，签署诚
信诉讼保证书后作虚假证言，妨碍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本案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
织，在签订诚信诉讼保证书后为与其
有业务往来的被告爱美德公司出具虚
假证据及证言，严重干扰司法秩序。故
大兴区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上述
解释的规定，对该协会处以10万元罚
款。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对于违反诚信诉讼的单位，可
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本案全国皮革工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秘书长赵某，作为代表该
单位伪造上述证据、出具虚假证言的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就其违法行为承
担相应的责任。故大兴区法院依据上
述法律规定对其处以1万元罚款。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不诚信
诉讼行为严重影响司法秩序、损害相
对方利益，应当依法予以处罚，以维护
法治和司法的权威。大兴区法院依据
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上述规定，作
出以上罚款处罚。

六、北京某集团总医院
申请执行陈某春医疗服务合
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8月29日，被告陈某春因

交通事故受伤进入原告北京某集团总
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9月22日出院。
2011 年 10 月 11 日，被告陈某春因

“左下肢肿痛一周”入住原告骨科病
房，入院初步诊断为：“左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DYT、左膝关节镜术后。”经
治疗后检查，被告陈某春左下肢深静
脉血检部分血管再通，关节活动度伸
直0度，屈曲达90度。自2012年3月
25日起至同年7月18日，原告北京某
集团总医院先后二十余次通知其出
院，但被告陈某春拒绝出院，仍然占用
原告北京某集团总医院骨科病房第
34床。自2012年7月18日，原告北京
某集团总医院为被告陈某春办理了出
院手续，且自该日起至今，原告北京某
集团总医院未再对被告陈某春进行住
院治疗。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
被告陈某春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北京某
集团总医院正常医疗秩序，侵害了原
告北京某集团总医院的合法权益，影
响了其他公民公平地享受医疗服务的
权利，并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判
决，判决陈某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将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大
街×号原告北京某集团总医院骨科病
房34床腾退给原告北京某集团总医
院。

但陈某春未自动履行上述生效判
决，北京某集团总医院申请强制执
行。

（二）执行情况
执行期间，执行法官先后 6 次到

医院做陈某春自动履行的思想工作，
但其始终不予配合，其妻扬言闹事、拍
照录音。鉴于陈某春拒不履行法律义
务，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组织强制
执行，将陈某春搬离病床，妥善安排至
其居所，并对在执行现场妨碍法院执
行的两案外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确
保这起案件的顺利执毕。

（三）典型意义：公序良俗
本案充分体现了执行工作的强制

性，树立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弘扬了正
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在近年来医患关
系紧张的社会背景下，类似于本案的
病人霸占病床、拒绝出院的现象并不
罕见，已经成为“社会顽疾”。本案的典
型意义就在于通过司法执行的途径，
在法律途径下破解霸占医院病床的难
题，为此类案件的执行提供了操作范
本，倡导了在法治体系下解决矛盾纠
纷的社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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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合陈有机肥料有限公司、陈学文：本院受理王鑫与兴
化市合陈有机肥料有限公司、陈学文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民申字第 2087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彭志民：本院受理上诉人杨智生、尚仙民、乔广周、乔俊鸣、

乔俊淦、乔晓燕、乔熙桐、上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彭志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
23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洪伟：本院受理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诉丁

洪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萨商初字第9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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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郑玉喜、黑龙江顶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崔占

文诉郑玉喜、黑龙江顶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萨商初字第
13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隋玉丽：本院受理原告李胜利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萨友民初
字第 4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2014）萨友民初字第43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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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姜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周晖钧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0982民初2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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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
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5月 4日依法受理申请人诸暨市杭工叉车有

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如皋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一案，该遗失的票据票号为：10200052/24548975；
出票人全称为：南通江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为：如
皋市双诚电器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 11月 5日；出票金额
为：人民币3万元整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该票据挂失公告期限
已满且无人向本院申报权利，故本院依照法律规定，于2016年8
月 8日依法作出（2016）苏 0682民催 12号民事判决书，已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余厚武：本院受理原告江苏虎丘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余厚武
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苏 0508民初 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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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黄春荣、陈招珍：本院受理原告顾险峰诉被告黄春荣、陈招

珍、邹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苏 0509民初 3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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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姚建明、姚火仙：本院受理原告顾永林、方家玲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509民初 2376号民事判决书。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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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谢勤奎、谭雪珍、吴江汇丰喷织有限公司、谢彬、宿迁汇丰纺

织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王芳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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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苏0509民初3480号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盛泽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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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裁定即产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张建林：本院受理原告叶萍与被告张建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09民初 2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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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张建林：本院受理原告王雪金与被告张建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09民初 2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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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吴军：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08民初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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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黄兴（360782198610101513）：本院受理原告潘东海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康
民二初字第 1516号民事判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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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胡爱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德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赣0491民初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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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西]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

胡爱华：本院受理原告钱秀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赣0491民初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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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西]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

杨帆：本院受理（2016）沪0106民初1969号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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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王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李闯诉被告王小平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思民初字第 1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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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安世通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于2016年8月9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
据记载：票号31400051／27653980，出票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江
苏利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天翌光伏新材料有限公
司，付款行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2016年3月
28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9月2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安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因所持
有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100051 25265563，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庄臣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
市中汇布艺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嘉兴海宁支行；出
票日期为2016年7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月22日）不
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月22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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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沛东五金装饰件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30100051 25071728，金额为12576元；出票人为
海宁市新光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州东科电子石
英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嘉兴海宁支行；出票日期为2016
年1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29日）不慎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至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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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仁源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
为3020005326107017，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6月23日，汇
票到期日2016年9月22日，出票人温州海螺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深
圳市久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中信银行温州分行账务中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博兰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33300606，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21日,出票人为重庆
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付款行为汉口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人民币叁万伍
仟陆佰元整，到期日为2016年7月21日承兑汇票一张，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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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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