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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仪股份公司诉浙江健龙卫浴有限公司
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指导案例85号关键词 民事/侵害外观设计专利/
设计特征/功能性特征/整体视觉效果

裁判要点
1.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体现了

其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
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被
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
现有设计的全部设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

2.对设计特征的认定，应当由专利权
人对其所主张的设计特征进行举证。人民
法院在听取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基础上，
对证据进行充分审查，依法确定授权外观
设计的设计特征。

3.对功能性设计特征的认定，取决于
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该设计
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而不需要考
虑该设计是否具有美感。功能性设计特征
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
著影响。功能性与装饰性兼具的设计特征
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需要考虑其装饰
性的强弱，装饰性越强，对整体视觉效果
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

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高仪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高仪公司）

为“手持淋浴喷头（No.A4284410X2）”外
观设计专利的权利人，该外观设计专利现
合法有效。2012年11月，高仪公司以浙江
健龙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龙公司）
生产、销售和许诺销售的丽雅系列等卫浴
产品侵害其“手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
利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健龙公
司立即停止被诉侵权行为，销毁库存的侵
权产品及专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模具，并
赔偿高仪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经一审庭

审比对，健龙公司被诉侵权产品与高仪公
司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相同之处为：二者
属于同类产品，从整体上看，二者均是由
喷头头部和手柄两个部分组成，被诉侵权
产品头部出水面的形状与涉案专利相同，
均表现为出水孔呈放射状分布在两端圆、
中间长方形的区域内，边缘呈圆弧状。两
者的不同之处为：1.被诉侵权产品的喷头
头部四周为斜面，从背面向出水口倾斜，
而涉案专利主视图及左视图中显示其喷
头头部四周为圆弧面；2.被诉侵权产品头
部的出水面与面板间仅由一根线条分
隔，涉案专利头部的出水面与面板间由
两条线条构成的带状分隔；3.被诉侵权产
品头部出水面的出水孔分布方式与涉案
专利略有不同；4.涉案专利的手柄上有长
椭圆形的开关设计，被诉侵权产品没
有；5.涉案专利中头部与手柄的连接虽然
有一定的斜角，但角度很小，几乎为直
线形连接，被诉侵权产品头部与手柄的
连接产生的斜角角度较大；6.从涉案专利
的仰视图看，手柄底部为圆形，被诉侵
权产品仰视的底部为曲面扇形，涉案专
利手柄下端为圆柱体，向与头部连接处
方向逐步收缩压扁呈扁椭圆体，被诉侵权
产品的手柄下端为扇面柱体，且向与喷头
连接处过渡均为扇面柱体，过渡中的手柄
中段有弧度的突起；7.被诉侵权产品的手
柄底端有一条弧形的装饰线，将手柄底端
与产品的背面连成一体，涉案专利的手柄
底端没有这样的设计；8.涉案专利头部和
手柄的长度比例与被诉侵权产品有所差
别，两者的头部与手柄的连接处弧面亦有
差别。

裁判结果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

年 3月 5日作出（2012）浙台知民初字第
573号民事判决，驳回高仪公司诉讼请求。

高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3）浙
知终字第255号民事判决：1.撤销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台知民初
字第573号民事判决；2.健龙公司立即停
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侵害高仪公司“手
持淋浴喷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的行
为，销毁库存的侵权产品；3.健龙公司赔偿
高仪公司经济损失（含高仪公司为制止侵
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0万
元；4.驳回高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健龙
公司不服，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
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民提字第
23号民事判决：1.撤销二审判决；2.维持一
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是否落入涉
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
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
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
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犯专利权
纠纷案件解释》）第八条规定：“在与外观
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
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

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
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第十条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
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本案中，
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相同，均为淋浴喷头类产品，因此，本案的
关键问题是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被诉侵
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是
否相同或者近似，具体涉及以下四个问
题：

一、关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
征

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
保护具有美感的创新性工业设计方案，一
项外观设计应当具有区别于现有设计的
可识别性创新设计才能获得专利授权，该
创新设计即是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通常情况下，外观设计的设计人都是以现
有设计为基础进行创新。对于已有产品，
获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一般会具有现有
设计的部分内容，同时具有与现有设计不
相同也不近似的设计内容，正是这部分设
计内容使得该授权外观设计具有创新性，
从而满足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实
质性授权条件：不属于现有设计也不存在
抵触申请，并且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
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对于该部

分设计内容的描述即构成授权外观设
计的设计特征，其体现了授权外观设计
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
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由于
设计特征的存在，一般消费者容易将授
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因此，其
对外观设计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
显著影响，如果被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
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
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被诉侵权设计与
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

对于设计特征的认定，一般来说，
专利权人可能将设计特征记载在简要
说明中，也可能会在专利授权确权或者
侵权程序中对设计特征作出相应陈
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
规则，专利权人应当对其所主张的设
计特征进行举证。另外，授权确权程
序的目的在于对外观设计是否具有专
利性进行审查，因此，该过程中有关
审查文档的相关记载对确定设计特征
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理想状态下，
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确权，应当是
在对整个现有设计检索后的基础上确
定对比设计来评判其专利性，但是，
由于检索数据库的限制、无效宣告请
求人检索能力的局限等原因，授权确
权程序中有关审查文档所确定的设计
特征可能不是在穷尽整个现有设计的
检索基础上得出的，因此，无论是专
利权人举证证明的设计特征，还是通过
授权确权有关审查文档记载确定的设
计特征，如果第三人提出异议，都应当
允许其提供反证予以推翻。人民法院在
听取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基础上，对
证据进行充分审查，依法确定授权外
观设计的设计特征。

本案中，专利权人高仪公司主张

跑道状的出水面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
的设计特征，健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对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涉案
授权外观设计没有简要说明记载其设
计特征，高仪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提交
了 12 份淋浴喷头产品的外观设计专
利文件，其中 7 份记载的公告日早于
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其所附图片表示
的外观设计均未采用跑道状的出水
面。在针对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无效
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复审委员
会作出第 17086号决定，认定涉案授
权外观设计与最接近的对比设计证据
1 相比：“从整体形状上看，与在先
公开的设计相比，本专利喷头及其各
面过渡的形状、喷头正面出水区域的
设计以及喷头宽度与手柄直径的比例
具有较大差别，上述差别均是一般消
费者容易关注的设计内容”，即该决
定认定喷头出水面形状的设计为涉案
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之一。其
次，健龙公司虽然不认可跑道状的出
水面为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
征，但是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其均
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跑道状的出水面
为现有设计。本案再审审查阶段，健
龙公司提交200630113512.5号淋浴喷
头外观设计专利视图拟证明跑道状的
出水面已被现有设计所公开，经审
查，该外观设计专利公告日早于涉案
授权外观设计申请日，可以作为涉案
授权外观设计的现有设计，但是其主
视图和使用状态参考图所显示的出水
面两端呈矩形而非呈圆弧形，其出水面
并非跑道状。因此，对于健龙公司关于
跑道状出水面不是涉案授权外观设计
的设计特征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
支持。 ⇨⇨下转第八版

⇨⇨上接第六版
国家药监局2010年9月8日颁发给华

生公司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所附《奥氮
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中，5.1“原料药
生产工艺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之5.1.2

“工艺路线”中绘制的反应路线如下：

2015年3月5日，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
受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出具
（2014）司鉴字第02号《技术鉴定报告》，其
“鉴定结论”部分记载：“1.华生公司2008年
向国家药监局备案的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可
行的。2.对比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
局备案的奥氮平制备工艺与礼来公司第
91103346.7 号方法专利，两者起始原料
均为仲胺化物，但制备工艺路径不同，具
体表现在：（1）反应中产生的关键中间体
不同；（2）反应步骤不同：华生公司的是
四步法，礼来公司是二步法；（3）反应条
件不同：取代反应中，华生公司采用二甲
基甲酰胺为溶媒，礼来公司采用二甲基
亚砜和甲苯的混合溶剂为溶媒。”

二审庭审中，礼来公司明确其在本
案中要求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
方法（a）。

裁判结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作出（2013）苏民初字第 0002 号
民事判决：1.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赔
偿礼来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出
的合理费用人民币计350万元；2.驳回礼
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809744元，由礼来公司负担161950
元，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负担 647794
元。礼来公司、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均
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5
月31日作出（2015）民三终字第1号民事
判 决 ：1. 撤 销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2013）苏民初字第 0002号民事判决；2.

驳回礼来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各人民币 809744元，由礼来公司
负担 323897元，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
负担1295591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
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
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
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
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
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
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
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
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华
生公司被诉生产销售的药品与涉案专利
方法制备的产品相同，均为奥氮平，判定
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否落入涉案
专利权保护范围，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
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
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本案中，礼来公司
要求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方法
（a），该权利要求采取开放式的撰写方式，
其中仅限定了参加取代反应的三环还原
物及N-甲基哌嗪以及发生取代的基团，
其保护范围涵盖了所有采用所述三环还
原物与N-甲基哌嗪在Q基团处发生取
代反应而生成奥氮平的制备方法，无论
采用何种反应起始物、溶剂、反应条件，均
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基于此，判定华生公
司奥氮平制备工艺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
保护范围，关键在于两个技术方案反应
路线的比对，而具体的反应起始物、溶剂、
反应条件等均不纳入侵权比对范围，否
则会不当限缩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损害礼来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华生公司实际使用的奥氮
平制备工艺

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专
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

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
的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奥氮平为
专利法中所称的新产品不持异议，华生公
司应就其奥氮平制备工艺不同于涉案专
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华生公
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使用的奥氮
平制备工艺反应路线未落入涉案专利权
保护范围，否则，将因其举证不能而承担
推定礼来公司侵权指控成立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华生公司主张其自 2003年
至今一直使用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补充
备案工艺生产奥氮平，并提交了其 2003
年和2008年奥氮平批生产记录（一审补
充证据 6）、2003年、2007年和 2013年生
产规程（一审补充证据 7）、《药品补充申
请批件》（一审补充证据 12）等证据证明
其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如前所
述，本案的侵权判定关键在于两个技术
方案反应路线的比对，华生公司2008年
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可见于其向国
家药监局提交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
注册资料》，其中5.1“原料药生产工艺的
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之 5.1.2“工艺路
线”图显示该反应路线为：先将“仲胺化
物”中的仲氨基用苄基保护起来，制得“苄
基化物”（苄基化），再进行闭环反应，生成

“苄基取代的噻吩并苯并二氮杂”三环化
合物（还原化物）。“还原化物”中的氨基被
N-甲基哌嗪取代，生成“缩合物”，然后脱
去苄基，制得奥氮平。本院认为，现有在案
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华生公
司2003年至涉案专利权到期日期间一直
使用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生
产奥氮平，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华生公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
提出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在其提交
的《奥氮平药品补充申请注册资料》中，明
确记载了其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应路线。
针对该补充申请，江苏省药监部门于2009
年7月7日和8月25日对华生公司进行了
生产现场检查和产品抽样，并出具了《药品
注册生产现场检查报告》（受理号 CX⁃
HB0800159），该报告显示华生公司的“生
产过程按申报的工艺进行”，三批样品“已
按抽样要求进行了抽样”，现场检查结论为

“通过”。也就是说，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
案工艺经过药监部门的现场检查，具备可

行性。基于此，2010年9月8日，国家药监局
向华生公司颁发了《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同意华生公司奥氮平“变更生产工艺并修
订质量标准”。对于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
案工艺的可行性，礼来公司专家辅助人在
二审庭审中予以认可，江苏省科技咨询中
心出具的（2014）司鉴字第02号《技术鉴定
报告》在其鉴定结论部分也认为“华生公
司2008年向国家药监局备案的奥氮平制
备工艺是可行的”。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
据的情形下，应当推定华生公司2008年补
充备案工艺即为其取得《药品补充申请批
件》后实际使用的奥氮平制备工艺。

其次，一般而言，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的药品制备工艺步骤繁琐，操作复杂，
其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研发阶段
到实际生产阶段，其长期的技术积累过程
通常是在保持基本反应路线稳定的情况
下，针对实际生产中发现的缺陷不断优化
调整反应条件和操作细节。华生公司的奥
氮平制备工艺受让于医科院药物所，双方
于1999年10月28日签订了《技术转让合
同》。按照合同约定，医科院药物所负责完
成临床前报批资料并在北京申报临床。在
医科院药物所1999年10月填报的（京99）
药申临字第82号《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表》
中，“制备工艺”栏绘制的反应路线显示，其
采用了与华生公司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
相同的反应路线。针对该新药临床研究申
请，北京市卫生局1999年11月9日作出

《新药研制现场考核报告表》，确认“原始记
录、实验资料基本完整，内容真实。”在此基
础上，医科院药物所和华生公司按照《技
术转让合同》的约定，共同向国家药监局
提交新药证书、生产申请表（（2001）京申
产字第019号）。针对该申请，江苏省药监
局2001年10月22日作出《新药研制现场
考核报告表》，确认“样品制备及检验原始
记录基本完整”。通过包括前述考核在内
的一系列审查后，2003年5月9日，医科院
药物所和华生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
的奥氮平原料药和奥氮平片《新药证书》。
由此可见，华生公司自1999年即拥有了与
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反应路线相同的奥
氮平制备工艺，并以此申报新药注册，取得
新药证书。因此，华生公司在2008补充备案
工艺之前使用反应路线完全不同的其他制
备工艺生产奥氮平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国家药监局2010年9月8日
向华生公司颁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审批结论”栏记载：“变更后的生产工艺
在不改变原合成路线的基础上，仅对其
制备工艺中所用溶剂和试剂进行调整”，
即国家药监局确认华生公司2008年补
充备案工艺与其之前的制备工艺反应
路线相同。华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其
2003、2007 和 2013 年 的 生 产 规 程 ，
2003、2008年的奥氮平批生产记录，华
生公司主张上述证据涉及其商业秘密，
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不公
开质证，确认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
经审查，华生公司2003、2008年的奥氮
平批生产记录是分别依据 2003、2007
年的生产规程进行实际生产所作的记
录，上述生产规程和批生产记录均表明
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基本反应
路线与其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
路线相同，只是在保持该基本反应路
线不变的基础上对反应条件、溶剂等生
产细节进行调整，不断优化，这样的技
术积累过程是符合实际生产规律的。

综上，本院认为，华生公司2008年
补充备案工艺真实可行，2003年至涉案
专利权到期日期间华生公司一直使用
2008年补充备案工艺的反应路线生产奥
氮平。

三、关于礼来公司的侵权指控是否
成立

对比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
应路线和涉案方法专利，二者的区别在
于反应步骤不同，关键中间体不同。具体
而言，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艺使用的
三环还原物的胺基是被苄基保护的，由
此在取代反应之前必然存在苄基化反应
步骤以生成苄基化的三环还原物，相应
的在取代反应后也必然存在脱苄基反
应步骤以获得奥氮平。而涉案专利的反
应路线中并未对三环还原物中的胺基
进行苄基保护，从而不存在相应的苄基
化反应步骤和脱除苄基的反应步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
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
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
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

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
够联想到的特征。”本案中，就华生公司
奥氮平制备工艺的反应路线和涉案方法
专利的区别而言，首先，苄基保护的三环
还原物中间体与未加苄基保护的三环还
原物中间体为不同的化合物，两者在化
学反应特性上存在差异，即在未加苄基
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上，可脱落的
Q基团和胺基均可与N-甲基哌嗪发生
反应，而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
由于其中的胺基被苄基保护，无法与N-
甲基哌嗪发生不期望的取代反应，取代
反应只能发生在Q基团处；相应地，涉案
专利的方法中不存在取代反应前后的加
苄基和脱苄基反应步骤。因此，两个技
术方案在反应中间物和反应步骤上的
差异较大。其次，由于增加了加苄基和
脱苄基步骤，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
工艺在终产物收率方面会有所减损，
而涉案专利由于不存在加苄基保护步
骤和脱苄基步骤，收率不会因此而下
降。故两个技术方案的技术效果如收
率高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尽
管对所述三环还原物中的胺基进行苄
基保护以减少副反应是化学合成领域
的公知常识，但是这种改变是实质性
的，加苄基保护的三环还原物中间体的
反应特性发生了改变，增加反应步骤也
使收率下降。而且加苄基保护为公知常
识仅说明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相
对于涉案专利方法改进有限，但并不意
味着两者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基本相同
的。

综上，华生公司的奥氮平制备工艺
在三环还原物中间体是否为苄基化中间
体以及由此增加的苄基化反应步骤和脱
苄基步骤方面，与涉案专利方法是不同
的，相应的技术特征也不属于基本相同
的技术手段，达到的技术效果存在较大
差异，未构成等同特征。因此，华生公司
奥氮平制备工艺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
范围。

综上所述，华生公司奥氮平制备工
艺未落入礼来公司所有的涉案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
律存在错误，依法予以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吴蓉、宋
淑华）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依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陈良失踪一案，
我院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7年2月27日依法作出（2016）闽0182民特27号判决书，宣告
陈良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福建]长乐市人民法院

贵州黔元信合投资有限公司、贵阳白云艳山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本院审理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河支行与被
告贵州黔元信合投资有限公司、贵阳白云艳山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黔01民初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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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中华与被告
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6）晋10民初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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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肖、项月仙：本院审理原告徐焕龙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1024 民初 4222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
下：被告林肖、项月仙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焕龙
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3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并偿付律师代理费4000元。如未按本判决给付
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0元、
公告费610元，由两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起
十五日内，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交纳上诉费用3140元。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行：台州市农行；账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浙江]仙居县人民法院

福建天华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廖廷月、周代英、洪仁玉：原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与被告福建天华生物质材料有限
公司、廖廷月、周代英、洪仁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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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智冲、刘文珠：本院受理原告吴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6)粤 0823 民初
1652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转普裁定、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依法到庭应诉，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广东]遂溪县人民法院

李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楚生、庄丽丽与被告李辉、赵希良，
第三人黄庆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交换证据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本院定于2017年6月19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组织交换证据及依法审理本案，合议
庭成员：王雅媛，李卫峰、伍芹，书记员：涂玮。证据交换之日举证
期限届满，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届时你不到庭
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裁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邹大军、王彦军、姜德于、张文昌、孟庆学、韩树武：关于原告
兰西县中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兰西县人民法院临
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孙世涛、马井华、邢国彬、宫彦忱、宫树俭、腾占友：关于原告兰西

县中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兰西县人民法院临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杜忠宝、王士荣、段永峰、韩旭、王化军、毕洪飞、杜立国、邹

玉学、刘志国、姚秀金、刘立富、霍玉峰、蒋玉峰、董双远、吴宝军、
庄春峰、朱晓权、邹玉生、刘志兵、初方友、蒋百年、王海、腾士江、
腾显学、腾士宏、王江、腾显才、孟凡柱：关于原告兰西县中信现
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答辩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兰西县人民法院临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吴进、朱海琴：本院受理原告潘艮宝（曾用名潘银宝）诉被告
吴进、朱海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组成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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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头灶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东台市人民法院

陈斌：本院受理邓凤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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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

天山区体育馆路鑫智奇商店（经营者：徐莹莹）：本院受理了
原告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原告诉
称：2016年 5月，原告调查发现，被告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体育馆路幸福之家商务酒店旁标识为“烟酒”的店内销售假冒原
告“长城牌”等系列注册商标的红酒。原告遂到你处进行公证取
证，现诉至 我院，要求你停止侵害其商标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万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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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京时间11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蒙艺、张帅艺、张奥申请宣告李静利失踪一案，
经查：李静利，女，1984年 6月 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
省 嵩 县 库 区 乡 常 店 村 二 组 6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325198406121520。李静利于 2005年 1月 25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李静利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河南]嵩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彦霖申请宣告赵金林失踪一案，经查：赵金林，女，
198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31222198812051142，
籍贯湖南省沅陵县太常乡白坪村尹家棚组，住址湖南省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太阳坪乡龙头村一组，于2015年2月22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金林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季晓珍申请宣告潘欣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潘
欣 ，男 ，1973 年 4 月 15 日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102197304151612，住本市鼓楼区阳光广场 2号 1604室。潘欣
自 1998年 10月 29日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潘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钱荣飞、张家港市暨阳湖实验学校申请宣告夏季

红 死 亡 一 案 ，经 查 ，夏 季 红 ，女 ，居 民 身 份 号 码
32091919721110472X，汉族，原住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湖滨新
村19幢204室。此人于2015年3月27日被本院宣告失踪，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夏季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陶玉云申请宣告张海燕失踪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
申请人陶玉云称，申请人丈夫张海燕于 2010年 4月 3日离家出
走，至今下落不明达六年之久，经家人多方寻找无果。下落不明

人张海燕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海燕将被宣告失
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海燕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海燕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袁银科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袁敏死亡一案，

经查：袁敏，男，1990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咸阳市杨陵区常青
路 1号，身份证号 610403199012303013。于 2006年 6月 26日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袁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陕西]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玉祥申请宣告肖云死亡一案，经查：肖云，女，身
份证号：310109196207015625，于 2012年 4月 12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肖云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春梅申请宣告徐广红死亡一案，经查：徐广红于
1996年10月离家出走去外地出走去外地找工作，之后一直无音
讯。2012年9月12日，申请人向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西渡派出
所报了失踪，经多方寻找，至今仍下落不明。于 2012年 9月 12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
徐广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受理郝亚波申请宣告石安伟死亡一
案，经查：石安伟，男，1967年2月18日生，汉族，云南省临沧市临
翔区人，原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临翔区双水井巷41号。身份证
号码：533521196702180038。石安伟于 2012年 8月 14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石安伟本人
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云南]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国珍申请宣告朱
见明死亡一案。申请人朱国珍称，其兄长朱见明于1986年走失，
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明人朱见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朱见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见明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朱见明情况，
向本院报告。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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