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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阳 吴卫娟

网购纠纷咋维权 法官来支招
近年来，互联网蓬勃发展，网络电商不断壮大。相应的，网络购物纠纷也不断增加。对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为大家

整理了几个案例，说一说涉网购纠纷那些事儿，提醒消费者在网购时防范法律风险，提示电商规范经营。

对不合法格式条款说“不”

■
司
法
观
察

加强监管 净化市场

小李在某网络交易平台某电商处
购买家具，称购买订单尾号为 047、
048的家具。小李在组装家具时发现家
具部件变形。后小李将家具送至检验
机构进行检验，鉴定意见显示该产品
为不合格产品。双方协商未果，小
李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
款退货并主张价款三倍赔偿。法院
经审理查明，订单尾号 047 产品对应
鉴定意见显示产品不合格，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法院对解除合同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订单尾号 048 产
品，小李仅提供照片一张，无其他
证据证明质量问题，无法证明合同
目的实现，故法院没有支持原告解除
合同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依据证据划分双方责任分配
消费者应当做好风险防范，接收

商品注意核对实物信息，应当注意保

存交易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
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
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小李应当证明所购买的
实物为被告所销售且商品质量存在问
题，这是小李要求惩罚性赔偿的前

提。小李通过鉴定意见证明订单尾号
047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且合同履行不能
而未能提供证据订单尾号 048 产品合
同履行不能，因此法院判决解除 047
号订单，驳回解除 048 号订单的诉讼
请求。此外，在网络消费维权中，消
费者应当注意保存证据，宣传网页的
截图、发票和物流单都是维权的有力
证据，消费者在购物时应当注意保存
这些信息和票据。另外需要说明的
是，电子数据可变性、可伪造性较
大，若消费者提交网页等网络数据作
为证据，最好还是经过公证，证据证
明力更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消费相关
的各项产业不断升级，网络购物即
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网络购物便
捷高效，深受消费者青睐。但是，
伴随电商产业不断壮大，相应纠纷
不断增多。

房山法院调研发现，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审理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不断
增多。就房山法院2017年案件受
理情况来看，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数
量占到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总数
70.4%。其二，网络卖家开庭缺席
比率较高。一些网络卖家存在厌讼
心理，在管辖法院较远而商品交易
额度不高情况下，卖家出庭比率较
低。其三，电商信息与其在网络交
易平台留存信息不一致，消费者很
难提供准确送达地址，需要承办人
进一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确认。其
四，案件争议焦点在于电子格式合
同条款审查、网页虚假宣传、价格
欺诈等问题的认定。其五，“职业
打假人”案件数量增多。“职业打
假人”与一般维权消费者不同，其
根本目的在于运用惩罚性赔偿规则
谋取利益。

审理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类型案
件，房山法院梳理出一些基本思
路：第一，加强与网络交易平台沟
通，获取有效送达地址，提升一次
送达成功比率，以加快案件审理速
度。第二，尽管披上了互联网的

“外衣”，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本质依
然是消费者案件。纠纷最终落脚点
在于是否退货退款、经营者是否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案件关键要点
是对“明知”“欺诈”“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等最基本问题的认定。对
此，人民法院严格执法，审慎处理
案件。第三，根据涉诉商品，对案
件进行分类处理，采用不同审理策

略对症下药。例如启动鉴定程序，
根据涉诉商品特点，有针对地选择
鉴定机构，提升案件审理效率。第
四，从保障消费者维权与维护市场
秩序两方面出发，在查明事实前提
下，公正处理案件，严格规制虚假
宣传、误导欺诈、销售不合格产品
等行为，对于“职业打假人”滥诉
行为加以限制。

针对当前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件，房山法院给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审判规范化建设。推
进审判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侵犯
消费者权益案件、网络购物合同纠
纷等类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调
研，总结并转化审判观念，统一裁
判理念与裁判尺度。通过分析比较
案例、考量社会影响等方式，研讨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正、妥善解决
问题的方法。

二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各主
管机关相互联动，采取发送司法建
议、在线专题法治培训讲座等形
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一方面，
提高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依法规
范经营和宣传商品的方式方法，不
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不欺诈误导消
费者。同时，规范经营者经营行
为，防范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提
高消费者维权能力，注意保存、收
集证据，切实维护自身利益。

三是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管。一
方面进一步加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的监管责任，加强网络信息披
露，及时更新电商在网络交易平台
的注册信息以备查阅。另一方面，
相关行政机关加强对电商及网络交
易平台的网络监管。强化技术手
段，线上线下联动监管，严厉打击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结合
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电商进行评
级，达到净化网络市场的目的。

小王通过某网络交易平台，购买
了该网络交易平台挂卖的一件瓷器。
小王付款后，该网络交易平台客服致
电小王称：“由于公司失误在网站上把
价格登错，将不予发货，请见谅”。双
方协商未果，小王诉至法院，要求网
络交易平台赔偿损失。庭审中，网络
交易平台辩称，网站与用户在 《注册
协议》 约定，只有平台将瓷器从仓库
实际向消费者发出时，双方合同才成
立。此前，网站信息只是发出的买卖
意向，买家下单付款是对网站发出的
要约，网站与小王之间的合同尚未成
立，不存在违约问题。最终法院支持
小王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电商对格式条款有提示解释义务
本案的焦点在于网络交易平台对格

式条款的不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
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对
于格式条款，该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
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
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
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该网

络交易平台《注册协议》是没有与用户协
商的、预先设定的、不允许客户对其内容
作出变更的格式条款。这一条款赋予了
网络交易平台单方决定是否发货的权利，
对消费者基于一般的消费习惯所认知的
交易模式的重大改变，但是网络交易平台
没有对此作出合理的、充分的提示，没有
有效提醒消费者要注意该项特别约定。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
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
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的，该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格式条

款提供方没有尽到说明义务，导致对方
当事人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
条款，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格式条
款。若格式条款不仅没有被详细说明且
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情形之一，该格式条
款应当认定无效。网络交易平台制定的
格式条款，排除了自身不予发货的违约责
任，是不合法的格式条款。因此，小王与
网络交易平台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卖方
拒不交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网购中，类似的格式条款随处可见，
“特价产品，售出不退”“预售商品不接受
7 天无理由退货”“赠品不提供三包服
务”等等。这类格式条款排除了经营者
法定义务，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侵犯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不合法的格式条
款。对这类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消费
者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大胆说“不！”。

纠纷起诉时找准管辖法院
小李在某网络交易平台购买金属饰

品，销售页面及饰品标签载明材质铂
金。小李留下的收货地址为A地，确于
A地收到货物快递，拆开包裹验货后对
产品质量提出异议并交由专业鉴定中
心进行鉴定，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
为所测金属饰品不含铂金成分，小李
遂向 A 地法院进行起诉。答辩期间，
该网络交易平台向法院提交管辖异议
申请，根据小李在网络交易平台申请
注册会员时签订的章程中，有关于约
定管辖的规定，并进行加粗标注，因此
小李对网络购物引起的纠纷诉讼应当由
网络交易平台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法
院经审查，没有支持被告网络交易平台

的管辖异议申请。

■法官说法

电商应对约定管辖尽提示义务
本案有两点焦点问题：其一，确定管

辖法院；其二，考察格式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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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规
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
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以买受人住所地
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

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中，涉案商品收
件地址为A地，故A 地法院对本案具有
管辖权。本案中为何不考虑电子合同中
的“约定管辖”？这就涉及对格式条款的
考察。

有关格式条款，我们已经在上一个
案例中进行详细说明。小李在某电商平
台申请注册会员时签订的章程中有关约
定管辖的条款，即是格式条款。而对于
涉及消费者纠纷的约定管辖，民事诉讼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约定管辖单独加以
规定。

本案中就纠纷管辖的格式条款，依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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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
条规定，经营者适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
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
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
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网
络交易平台以小李注册会员签订的章程
中存在约定管辖条款，并加粗提示注册
申请人注意为由抗辩。而现有证据不足
以证明网络交易平台在与小李实际交易
时已经就管辖条款尽到足够的提醒义
务，法院没有支持被告管辖异议。因
此，若使约定管辖的格式条款对消费者
发生效力，仅在消费者注册会员时提示
是不够的，应当在交易过程中提示消费
者此类格式条款。

此外，提醒广大网友，如果卖家在
交易中单独明示“发生争议由卖家所在
地法院管辖”，请谨慎考虑。

电商宣传不实被判退一赔三
小张从某网络交易平台下单购买某

品牌打印机一台。次日，该平台向小张
发送电子发票。涉案商品宣传网页载
明：打印机连接方式无线、USB、移动
APP。实际使用中，涉案打印机连接方
式仅有 USB 一种。小张与该平台协商
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一赔
三。庭审中，该平台答辩称：产品系
人为失误标错，属于错误的意思表
示，并非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足以
使消费者作出错误认识与判断，应当

以常识和谨慎义务为判断标准，网络
交易平台并无欺诈行为。最终法院支
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网购宣传信息应真实准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
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本案中，涉案打印机连接功能仅有
USB一种而非宣传的三种功能，商品
实物与宣传信息严重不符合，且打印
机连接方式是其基本功能使用的重要
参数，对消费者购买产生重要影响。
经营者的不实宣传已经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

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
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网络交易平
台应当如实告知商品真实情况而未告
知，违反了经营者义务。其“人为失误
标错”的答辩意见不足以合理解释其违
反义务的行为，对商品的虚假陈述已经
使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经
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经营者
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网购时应注意保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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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郡：本院受理原告阮景云与被告刘小郡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15民初
9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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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王宏留：本院受理上诉人商红庆与被上诉人齐晓山和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苏02民终42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范伟、雷春莉：原告阳林芮与被告范伟、雷春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云2503民初62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范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
次性偿还原告阳林芮借款本金 422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
42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被告雷春莉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阳林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76
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范伟、雷春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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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蒙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兴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磁码支票 3
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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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兴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70180924、70180925、70180926，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曹步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兴牌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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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以下简称“申请人”）

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面号码为31300051/20151628,出票人为中
科恒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衡岳铜业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出票金额为伍拾万伍仟贰
佰柒拾伍圆玖角叁分，出票日期为贰零壹柒年零壹拾月零壹日，汇
票到期日为贰零壹捌年肆月零壹日，最后被背书人为申请人，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前述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杰成塑料加工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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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票号：
31000051 26350449；票面金额：贰万壹仟陆佰柒拾元整；出票人：长
春超维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长春裕世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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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海曙岚松塑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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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3050005323268277；票面金额：肆万陆仟肆佰
伍拾伍元壹角壹分；出票人：长春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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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奥雷特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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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常熟市
奥雷特服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7249085，出票人、持票人均为常熟市奥雷特服饰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苏州英哲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
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2日，票
面金额为5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四、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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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新华钢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票
号：3160005120578497，出票金额：伍万伍仟元整）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一、公司催告申请人：湖北新
华钢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3160005120578497，
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6日，出票金额：5.5万元整，出票人全称：中材科技
（成都）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浙江阿尔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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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汾阳市广兴橡胶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银行绵阳分行银
行承兑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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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日期为 2017年 7月 5日发出的票号为 30300051
22299908、金额为50000.00元、出票人为绵阳市新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绵阳市科府机电有限公司、最终持票人为汾阳市广兴橡胶有限公
司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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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皓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1份银行承兑汇
票（汇票号码为313000514292439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出
票人为温州华铭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瑞安市安阳铸造有限
公司、持票人为山东皓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
1月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7月5日、付款行为台州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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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瑞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因持由中国工商银行
萧山分行于2017年10月17日签发的编码为10200052／23562835的
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500000元，出票人浙江大鼎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成都炬能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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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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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佳杨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1份（票号：31300051/42860474，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为2017年7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月18日，出票人为桐乡市
康吉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大地蓝化纤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
人为南浔练市丰城建材商行，第二被背书人为杭州辕道汽配有限公
司，第三被背书人为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被背书人为昆
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第五被背书人江苏楷正建设有
限公司，第六被背书人为苏州安来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第七被背书人
为吴江市骏成丝绸整理厂，第八被背书人为南通紫琅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第九被背书人为南通润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第十被背书人为百
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第十一被背书人为常熟市化工轻工有限责任公
司，第十二被背书人为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第十三被背书人为浙江三
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被背书人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第十五被背书人为申请人）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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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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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
www.jd.com/机构名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对被执行人林晶、高忠峰名下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恒祥园23号3单
元7层1号房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房屋建筑面积为129.46平方米，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32.96万元，一拍起拍价格为人民币95万元。标的
详情请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
沙河口区恒祥园23号3单元7层1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咨询电
话：吴先生13842839111、张先生18642802881（每日9时到15时，节假
日除外）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王长明、陈邯平、王洪奇、宋院岭：本院受理原告裴建民诉你
们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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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万校明：本院受理曹炜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等材料。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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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前洲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判决。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顾建军：本院受理朱振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等
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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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前洲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王明岩：原告张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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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视为缺席审判。 [内蒙古]奈曼旗人民法院

于海成、崔小丫：原告通辽奈曼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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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视为缺席审判。 [内蒙古]奈曼旗人民法院

奈曼旗瀚海娱乐有限公司：原告李乙忠诉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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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视为缺席审判。 [内蒙古]奈曼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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