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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2017 年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回顾了四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
果，揭示了“丝路精神”的深刻内
涵，并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方
向作出了前瞻性的部署。“一带一
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给人民法院涉
外司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发
展机遇，对涉外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人民法院应当深刻认识肩负的神
圣职责，自觉担当起时代使命，从充
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完善多元纠纷
解决机制、加大国际司法合作、推动
国际规则制定、繁荣涉外司法理论研
究五个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司法的公
信力，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
法治和国际法治基础，保障“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伟大实践作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
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中外市场
主体的司法需求。“一带一路”战略
是一项凸显顶层智慧、布局的系统工
程，地域横跨亚非欧，沿线涉及 60
多个国家、44亿人口和21万亿美元
的经济总量，是跨度最大、最具发展
潜力的经济合作带。维护地区环境的
安全、稳定，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投
资环境，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外市
场主体的司法关切和需求。因此，人
民法院必须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
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的国
际公信力。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加强涉
外刑事审判工作，严厉打击暴力恐怖
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
力，严厉惩处海盗、贩毒、走私、洗
钱、电信诈骗、网络犯罪、拐卖人口
等跨国犯罪，妥善审理国际投资、国

际贸易、跨国金融、港口、航运、仓
储、物流等领域的刑事案件，坚持罪
刑法定，严格办案程序，确保每一起
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随着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能源合
作、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涉
外民商事关系的多样化复杂化和跨多
国性特点日益凸显，要求人民法院必
须充分发挥涉外民商事审判职能作
用，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能
力，科学合理地确定涉外案件的连结
点，依法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严格
贯彻平等保护原则，恪守国际条约，
遵循国际惯例，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
法律，公正高效地审理每一宗涉“一
带一路”建设案件，为中外市场主体
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其次，要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
制，促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国际
中心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等、文化背景不同、
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各异，各沿线国需
要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保障。人民
法院要依法加强涉沿线国当事人的仲裁
裁决司法审查工作，促进国际商事海事
仲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同时，人民法院应探索司法支持贸
易、投资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充分发挥
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保障沿线各国双边
投资保护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条约
义务的履行。通过推动设立“一带一
路”争端解决国际中心，有效统筹资
源，加强合作协调，发挥调解中心、仲
裁中心和司法机关等不同纠纷解决机构

的能动性，在遵循共同的国际法规则和
一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快速高效妥善
地处理好多元类型的“一带一路”纠
纷。当前，“一带一路”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如何建立、争端解决国际中心
如何设立，都是急需研究的重大问
题。

其三，要加大国际司法合作，营
造“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的国际
法治环境。“一带一路”是推动多
赢、共赢的产物，是在多国参与、多
种形式、多元领域下的合作，其中司
法合作是区域深度合作的重要体现。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必要
以主权平等和友好协商为原则，以强
化司法协助和实现司法政策沟通合作
为主要内容，开展“一带一路”沿线
国之间全方位的司法合作。要通过司
法协助、信息交换、网络平台等多元
方式构建外国法查明合作机制，真正
解决查明和适用外国法难的问题。在
受理涉“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案件
时，人民法院应严格依据国际条约以
及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办
理送达、取证、司法判决、仲裁裁决
的承认和执行等各项工作。对于尚未
与我国签订刑事或民商事司法协助条
约的国家，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根
据对方国家承诺将给予我国司法互惠
等情况，可以考虑由我国法院先行给
予对方国家司法协助，展现我国倡导
扩大司法协助范围的积极立场。要充
分发挥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
长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法院院长

会议、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金砖
国家大法官会议、国际商事法院常设
论坛等一系列多边司法合作机制作
用，共同研讨解决“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相关问题，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
司法的了解，促进各国法治互信，携
手打造稳定透明、公平公正、开放包
容的国际法治环境。

其四，要推动国际规则制定，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治理秩序
新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我
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开创了区域融
合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标志着中国
由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规则
的制定者和主要推动者。国际规则是
国际综合实力的反映，“一带一路”
建设要求司法应在国际规则的确定和
引领上有所作为。人民法院应当更加
注重具有国际影响的案件的审理，积
极在重大法律问题上作出有国际影响
力的判决；应当更加深入研究沿线各
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贸易、投
资、金融、海事海商等国际条约，增
强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应当更加注重运用《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的规定解释条约以及适用
国际惯例和一般法律原则填补国际法
空白，推动国际法治进程；应当密切
关注涉自贸区、涉六大经济走廊的国
际经济合作进展，及时完善司法政
策、制定司法解释，发挥司法裁判对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导向作
用，促进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发展与
完善，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全

球治理秩序新模式构建坚实的国际法治
基础。

其五，要繁荣涉外司法理论研究，
搭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流智库平
台。任何建设规划背后都有其相应的理
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智库的
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2015
年7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于发布《关
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次日，成立了

“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中心先后聘
任44名海内外知名法学家及涉外审判实
务专家作为研究员，并下辖11家研究基
地、4家外国法查明研究基地，针对“一
带一路”建设遇到的具体问题积极开展法
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指导“一带
一路”研究中心编撰的《“一带一路”司
法理论与实务纵览》丛书陆续出版。今
后，中心及各研究基地将继续坚持需求导
向，强化问题意识，在研判前沿司法问
题、辅助国家决策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切实践行周强院长提出的“坚持高标准定
位，以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的
一流智库为目标，充分发挥好专家学者
和中心的参谋助手作用，促进提高涉外
审判水平”的要求。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带一
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法院
将继续以务实担当的时代精神和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措施，护航“一带一路”建
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信用惩戒要多部门形成合力

日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全市 45 家部门制定联合惩戒失信
被执行人措施。据悉，全市两级法院将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向相关职能部门推送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各部门收到名单后，在
其管理系统中记载限制高消费和实施其
他信用惩戒措施等内容的名单信息，或
者要求受监管各企业、单位、行业成员和
分支机构实时监控，对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进行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自动监
督、自动惩戒和自动反馈。进行有效信用
惩戒，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失信被执行人分布广，成分多样，仅仅
靠法院一家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警
示和惩戒，这也是多年来执行难的重要原
因之一。司法实践中,一些被执行人缺乏诚
信意识，通过转移、隐匿财产，规避执行，致
使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
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查明
被执行人财产具有强制性，但执行法院的
查明手段、查明能力是有限的，完全依赖执
行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并不科学。

由于被执行人的生活、生产经营活
动必然会同有关部门发生联系，有关部
门在进行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
也会掌握一些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所
以，通过这些部门的协助，也能够有效地
获得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执行工作涉
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一项社会的系统
工程。要想有效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形
成反规避的合力，单靠执行法院自身的
努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乃至个人的协助与配
合，这样才能对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形
成一种强有力的震慑。这对于法院解决
执行难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也有很好的范本意义。

——杨怀荣

自觉担当使命 护航“一带一路”
张勇健

人民法院应当自觉担当起时代使命，从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大国际
司法合作、推动国际规则制定、繁荣涉外司法理论研究五个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司法的公信力，夯实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基础，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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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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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评 ▷▷
“10万份涉家暴判决书”一文的大数据误区

陈 敏

环保举报热线为何打不通

近 日 ，环 保 部 发 布《2016 年 全 国
“12369”环保举报工作情况的通报》，通
报 2016 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工作，
仍存在个别地方重视不够，能力不足，工
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联网工作落实不
到位、热线网络不畅通、举报办理不及时
等。举报热线，部分地市在4次抽查中有
3次以上未能接通。

举报热线是受理群众举报线索，以
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的有效通道；并
且，也是密切与群众联系的连心线。这条
线最怕打不通或者通而不畅。部分地市在
4次抽查中有3次以上未能接通，看似偶
然事件，这背后，恰恰反映了工作作风不
实、履职不力、对群众漠然等突出问题。

举报热线是打击环境破坏等非法行
为的强大武器。热线不通，就会让与人民
群众的“连心线”成为“寒心线”。尤其是
一些突发情况，举报线索的时效性很强，
错过了这些举报线索，对案件的处置，就
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更或者会增加办案
的成本，更有可能为违法分子掩盖罪行
提供时间上的便利。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环保举报热线
打不通，就是在纵容对环境的破坏。既然
设置了举报热线电话，就应该随时保持
畅通。并且善待群众的举报，做到件件有
落实，同时，保护好举报人信息。

总之，举报热线不能成为无声热线。
作为与群众联系的密切渠道之一，职能
部门应该好好利用。设置了不作为，成了
摆设不说，也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助长
非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涉事部门，该醒
醒啦。

——杨玉龙

“10万份涉家暴判决书，告
诉你哪里的男人最爱打老婆”一
文存在三大误区：将案件数量等
于发案率、从离婚案件判决书中
获取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的
数据、用“溯及既往”的方式评价
法律实施效果。

2017 年 5 月 5 日，《广州日报》一
篇题为“10 万份涉家暴判决书，告诉
你哪里的男人最爱打老婆”的报道吸
引了很多读者的眼球，互联网、微博和
微信转发者众。报道称，这是统计了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全国法院公布的一
审离婚判决文书94571件后经分析得
出的结论。5月11日，《南都周刊》刊发

“山东人最爱打老婆：家暴地图还是家
暴地图炮”表示支持。笔者认真阅读后
认为，报道提及的多项结论因为存在
误区而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而可
信度不高。本文择其三者发表不同意
见。

误区一：将案件数量等同于发案
率

报道称：“全国涉嫌家暴案件，山
东以高达 8205 件稳坐榜首，河南以
6986件夺得第二，湖南以6930件屈居
第三。西藏、海南和新疆分别以47件、
237件、388件成为家暴案发最低的三
个省份”。

涉家暴离婚案件数不能反映家暴
发案率的高低，因此上述结论有误。涉
家暴离婚案件相对比较多，有诸多影

响因素。最大影响的因素是人口基数。
根据我国 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数据，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
市中，山东、河南和湖南省的人口数居
第二、第三和第七，分别是 9847 万、
9480 万和 6783 万。人口基数大，离婚
案件数量自然就相对较多。其他影响
因素包括：可能这三个省的当事人对
家暴容忍度低，维权意识高，因此更敢
于寻求法律救济；也可能这三个省的
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度较高，相信自
己能获得支持，当然能否获得支持会
受其举证能力的影响；还有可能这三
个省的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更加敢
于表述家庭暴力。

涉家暴离婚案件数量相对较少，
也有诸多影响因素。最大的影响因素
仍然是人口基数。西藏、海南和新疆的
人口数在全国居倒数第二、第六和第
九，分别是324万、911万和2360万。人
口基数小，离婚案件数量自然相应较
少。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一是受害人存
在较多顾虑。比如，因为认同施暴人而
没想到离婚；为了孩子或者为了保住
财产不想离；因为强烈的羞耻感不敢
起诉离婚；受施暴人胁迫不敢起诉离

婚或起诉离婚后撤诉等，因此家暴实际
发生率与报案率相差悬殊。二是受害人
只想要暴力停止而不想离婚，因此只申
请了保护令而没有起诉离婚，这部分案
件就不会出现在离婚判决书中；三是受
害人与施暴人针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
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离婚，而裁定书会
被“法狗狗”过滤掉等。受害人的上述行
为都使得离婚判决书与实际案发数之间
存在巨大差异。忽视众多影响因素，简单
地根据涉家暴离婚案件判决书的数量来
确定哪里的男人最爱殴妻，是不科学的。

误区二：从离婚案件判决书中获取
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的数据

报道称“仅有84人申请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这与“法院对家暴概念把握过
窄”有很大关系。意思是说法院掌握的标
准过严，导致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
请人过少。乍一看言之有理，再一看取样
有误，属于典型的“张冠李戴”。想要了解
实际签发数字，应当以人身安全保护令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离婚案件判决书
中取样，无异于缘木求鱼。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申请，适用的是单独立案程序，并不
依附于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发出的大量
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一定都会在离婚案

件判决书中予以表述。这84位申请人只
是那些既获得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又起诉
离婚，且人民法院在离婚判决书中对人
身安全保护令签发情况进行了表述的，
不包括那些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没打
算起诉离婚的当事人，也不包括那些申
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提起离婚诉讼但
最后以调解或撤诉结案的当事人。

报道以涉家暴离婚案件判决书中只
检索出77份告诫书为依据称“这组数据
反映出实务中公安机关在处理家暴纠纷
时，未能贯彻反家暴法的精神，未对家暴
案件给予足够重视”，与事实严重不符。
据笔者所知，2016 年，仅浙江省温州市
一地的公安机关就出具了 598 份告诫
书。实践中，告诫书具有较强的止暴效
果，施暴人受到公安机关的告诫，停止了
施暴行为，于是婚姻关系继续。这部分告
诫书不会出现在离婚案件判决书中。试
图从离婚案件判决中检索出告诫书的具
体份数，同样是缘木求鱼。

误区三：用“溯及既往”的方式评价
法律实施效果

研究者发布的数据和结论之所以可
信度不高，是其混乱的取样方式导致的
检索误区造成的。2014 年到 2016 年期

间，人民法院据以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依据从《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
南》到反家暴法，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的
做法从探索性创新到正式有了反家暴法
的依据，因此，无论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
还是对告诫书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研
究，取样时间都应该在立法实施后和我
国离婚诉讼裁判文书停止上网前，即
2016年3月至9月，一共7个月的时间，
而不是2014年至2015年和2016年共三
年的时间。用反家暴法实施前的判决来
说明反家暴法实施后对立法精神的贯彻
程度，以“溯及既往”的态度批评“公安机
关在处理家暴纠纷时，未能贯彻反家暴
法的精神”，“有些法官将‘施暴次数’和

‘造成一定损害程度’作为认定家暴的标
准，与现行的反家暴法零容忍的立法本
意不相符”，说服力在哪里呢？

写此文，意在提醒那些不了解情况
的读者，如果你因为看了这篇报道而拒
绝来自山东、河南和湖南的男人，你可能
会失去一段好姻缘。因为，一个男人是否
爱打老婆，与这个人出生在哪个省关系
不大，与这个人被什么样的家庭抚养成
人关系很大。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卓沃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10760号
原告IC有限公司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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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为第三人一案，八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
如下：一、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4]第053198号关于第6578652号“IN⁃
WEAR”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原告IC有限公司提出的异议复审申
请重新作出商标异议复审裁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你公司可于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
针对该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上诉，现将被告上诉状依法向你
公司送达，你公司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针对该
上诉状的意见陈述。上述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
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鑫富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行
（知）初字第 8832号原告程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你公
司为第三人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4]第018617
号《关于第9547713号“程泰”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二、责令被
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第 9547713号“程
泰”商标异议申请重新作出裁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
原告程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100
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何锦润：本院受理的原告南宁市南昊彩钢板有限公司诉被告
何国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桂0122民初16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锦润向
原告南宁市南昊彩钢板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1469元，并支付自
2014年8月14日起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
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案件受理费5969元，由被告何锦润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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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武鸣区人民法院

王小领、孙福泉：本院受理原告胡洪涛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冀0638民初115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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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雄县人民法院

焦作市大明奥世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克瑞斯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802民初2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公方亮：本院受理原告武英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黑 1024 民初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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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东宁市人民法院

周德林、李秀英、张彦录、宋正艳：本院受理原告七台河市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宏伟信用社诉被告周德林、李秀英、张彦录、
宋正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黑0904民初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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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
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黑龙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

冯永贵：本院受理原告李淑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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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1024民初1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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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东宁市人民法院

大庆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赵守冬诉你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黑0603民
监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沈雨风：本院受理原告李向红诉被告范跃军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苏0509民初13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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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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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赵晔：本院受理王义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你归还王义军借款3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582
民初9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乐余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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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赵晔：本院受理朱保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你归还朱保星借款100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苏0582民初11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乐余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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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吕善平：本院受理原告沈永清诉被告吕善平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09民初1539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返还原告沈永清人民币30000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
告费合计1155元，由你负担，并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直接给付原
告沈永清。你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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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情兴：本院受理原告张银生诉被告凌情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苏 0509民初 1508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本案按原告张银生
撤回起诉处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210元，由原告张银生负担。你应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且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陆向阳：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与被告陆向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585民初6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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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市沙溪镇振康建筑工程队：本院受理原告常熟市碧溪新区
吴市翔虎木材加工厂与被告太仓市沙溪镇振康建筑工程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585民初
6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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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南通宇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薛春飞：本院受理原告太仓市鸿
旺化纤织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宇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薛春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585民初6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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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南通多瑞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冯继新与你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6）苏0682民初968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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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沈德荣：本院受理原告苏州恒
丰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沈德荣、
俞玉娟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苏 0508民初 7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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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金辰进出口有限公司、陆冠群：本院受理原告苏州恒丰进

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金辰进出口有限公司、陆冠群进出口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撤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508民初 792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林锋：本院受理原告袁大庆与被告林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 1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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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浦江县人民法院

陆亚芝：本院受理原告曲桂英诉被告陆亚芝之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吉2401民初6329号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举证通知书、民事答辩状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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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1日）在本院3楼30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

赵云：本院受理原告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希尔顿酒店与被
告赵云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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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8月2日16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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