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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中建东方控股有限公司、金沛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县
兴旺矿业有限公司、高苟良、包头市鹿达矿业有限公司、包头市
众兴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县金升铁矿有限公司、涞源县金龙
矿业有限公司、高金良、雷凤艳：本院受理的中建东方控股有限

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金沛世纪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代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高苟良、包头市鹿达矿业有限

公司、包头市众兴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县金升铁矿有限公

司、涞源县金龙矿业有限公司、高金良、雷凤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最高法

民终 7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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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市煜岫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熠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郭

伟、刘俊芳、冯丙星、郭桂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广阳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冀 1003民初 1190号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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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3月30日，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肇庆西江医院
有限公司（下称西江医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4月28日指定

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成

西江医院公司重整成功，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现管理人依法公开

招募重整投资商，特公告如下：一、基本情况（一）工商信息 西江医院

公司成立于2005年2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1200771851321J。（二）执业许可情况 肇庆西江医院是

经肇庆卫健局核准登记及准予执业的一家综合医院，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1.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
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允

许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衍生技术，夫精人工受精技术）/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2.地址：肇庆市西江

北路 37 号；3. 床位：90 张；4. 注册资金：1000 万元；5. 登记号：

367812441202410135。（三）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2015
年5月25日，经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更名为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批准，肇庆西江医院取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

（登记号：1701），批准开展技术项目：夫精人工受精技术、常规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有限期限：自2015
年5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广东省经批

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仅54家。肇庆西江医院是

粤西地区唯一一家持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牌照的医疗机构。二、招

商方式 重整投资商投资西江医院公司，取得西江医院公司100%重整

投资权益，从而持有西江医院公司100%股权，并取得肇庆西江医院的

医院经营权及其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

准证书》，从而达到解决目前的债务困境，实现以西江医院公司名义经

营医院的目的。三、招商期限等（一）招商期限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8月14日下午17时止。（二）招商条件 1.凡具备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能力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作为意向投资商。2.意向投资商具备

5年以上执业年限且目前仍在广东省内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的医疗机构（或为该医疗机构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50%以上）或在全

国有两家以上满足上述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优先考虑。（三）投资流程

1.意向投资商应在招商期限内支付人民币100万元诚意金。2.管理人

收到诚意金后，协助意向投资商在招商期限届满后7日内进行尽职调

查。3.意向投资商在尽调期限届满后3日内决定是否投资。如决定投资

的，应足额支付投资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含已支付的人民币100
万元诚意金），同时须向管理人提交意向投资文件、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及授权委托文件等资料：如决定不投资的，管理人10日内无息退还人

民币100万元诚意金。4.意向投资商提交投资文件的，即视为投资人提

交的投资文件的相关内容对管理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要约。5.意向投

资商一旦提交投资文件，不得撤回，否则管理人有权没收投资保证金

人民币1000万元。四、最终重整投资商的确定 为依法维护全体债权

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实现肇庆西江医院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欢迎各

方当事人积极推进投资商，共同努力促成西江医院公司成功重整。投

资商足额支付投资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后10日内，管理人将依法

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后，管理人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西江医院公司100%重

整投资权益，从而确定最终重整投资商。意向投资商支付投资保证金人

民币1000万元后，仍应参与淘宝网司法拍卖，公开参与最终重整投资商

的竞争。意向投资商参与竞拍的，仍须按竞拍公告支付竞拍保证金。如人

民法院未批准重整计划或意向投资商未被确定为最终投资商的，管理人

在10日内将已收取的保证金不计利息原路退回。五、管理人（广东曜政

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展才律师 13929868212 电子邮箱：

13929868212@163.com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和平路4号四楼

肇庆西江医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3月30日，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肇庆西江医院

有限公司（下称西江医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4月28日指定

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为充分保障肇庆西江医院《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年审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校验工作的顺利

完成，依法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管理人依法公开招募西江

医院年审及牌照校验工作的协助机构。特公告如下：一、基本情况 西

江医院公司成立于2005年2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771851321J。肇庆西江医院是经肇庆卫健局

核准登记及准予执业的一家综合医院，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登记号：367812441202410135。2015年5月25日，经广东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现更名为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肇庆西江医院

取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登记号：1701），批准开展技术项

目：夫精人工受精技术、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卵胞浆内单精

子显微注射技术，有限期限：自2015年5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

二、招募要求 为充分保障肇庆西江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年

审工作在2020年8月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的校验工作在

2020年11月份的顺利开展，协助机构须符合或遵守以下要求：1.协助

机构应具备5年以上执业年限且目前仍在广东省内从事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协助机构自身持有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

准证书》成功通过两次以上的年度校验，且能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保持顺畅高效的沟通。2.协助机构应投入相应的团队、资金及设备，

满足《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年审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校

验的要求。根据西江医院公司的客观现状估计，协助机构前期至少投

入一定资金完成医院病例电子管理系统的升级以及2台相关设备的

更新，预计投入金额人民币200万元，具体投入金额以年审校验实际

投入的金额为准。3、协助机构投入的资金按如下方式处理：一旦被选

定为协助机构，协助机构须按照本条约定全额投入年审校验资金。如

协助机构日后成为西江医院公司重整投资方的，其投入的资金从总投

资金额中相应扣除；如协助机构不参与西江医院公司的重整或没有成

为西江医院公司重整投资方的，其投入的资金由管理人在收到投资方

的投资款项后无息退回给协助机构。如西江医院公司重整失败，管理

人依法处置破产财产后优先清偿协助机构投入的资金；不足以清偿的

部分，由协助机构自行承担。4.协助机构报名时需向管理人缴纳100
万元保证金，该保证金可用于年审校验工作的后续投入。如保证金仍

无法满足年审校验所需，协助机构需足额增加投入；如保证金未使用

完毕的，管理人在年审校验完毕后10日内无息退还。5.协助机构对参

与西江医院公司重整不享有任何优先权利。6.一旦被选定为协助机

构，本公告的内容对协助机构及管理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按以上

要求报名的，方为成功报名。三、协助机构的产生及招募期限 1、产
生方式：各方当事人推荐。为充分保障《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年审

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校验工作的顺利完成，最大限度实

现肇庆西江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全体债权人的受偿

率，欢迎各方当事人积极推荐协助机构，共同努力促成西江医院公

司成功重整。招募过程中，如只有一个机构成功报名的，该机构作为

最终协助机构；如出现两个以上机构成功报名的，由管理人通过摇

珠方式确定最终协助机构。2、招募期限：招募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20年8月14日下午17时止。四、管理人（广东曜政律师事务

所）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展才律师 13929868212 电子邮箱：

13929868212@163.com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和平路4号四

楼 肇庆西江医院有限公司管理人

曹伟生、赵红艳、曹林华、曹磊、王成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你们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案号(2020)鄂 0106 执 1059 号。因你们未履行本案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法律义务，本院决定对王成阳名下坐落于武汉市洪山区

双建村楚天都市沁园（K2 地块）B12、B13、S3 栋 B13 号楼 3 单元

18 层 1 室（合同备案号：160088473）房产评估、拍卖以清偿债务。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估价报告通知书、

拍卖事项通知书等执行过程中的通知事项。本院将依估价报告

作为房产价格参考依法通过司法网络降价拍卖。请你们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的 15日公告期内、及公告期满 5日内，至本院领取相

关法律文书、联系办理相关执行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

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果，本公告即视为送达。本院对此及拍卖等

执行事项不再另行通告，将径行在人民法院司法网络拍卖平台发布

拍卖公告及须知，拍卖该房产，直至拍卖或变卖完毕。你们及相关权

利人、利害关系人可自行关注。如有履行执行意见及时期内向本院提

出。公告期间不停止本案执行。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魏静静：关于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叶支行与

被执行人魏静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处分被执行人魏静静名下位于福田区新洲路中

心区内黄埔雅苑逸悠园1栋16F的房产(不动产证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

产权第0209003号)，本院通过深圳市不动产评估中心(http：//pgj.szpgzx.
com)“房地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查询，上述房产的评估单价为人民币

70554元/平方米，询价总值为人民币10583805.54元。因你下落不明，本

院依法公告送达上述估价结果及本院(2020)粤0304执3686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

为：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魏静静名下位于福田区新洲路中心区内黄埔雅苑

逸悠园1栋16F的房产(不动产证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09003
号)，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

拍卖、变卖，不再另行通知。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常群、靳宏：本院执行的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

9月10日作出的（2018）冀0203民初259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未能在指定的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河北唐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立案

执行。因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需对本院执行裁定书（评估）公告送

达，并对你二人所有的位于唐山市路北区军鑫里中环广场3楼1104、
1105、1106、1107、1108、1109号共6处不动产进行评估。现依法通知你

到本院办理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手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

达，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振、郭宇：本院受理张霞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91执6230号、6230号之一、6230号

之二、623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9）豫0191执6230号责令履行通知

书、查封公告、腾房公告、（2020）豫0191执恢231号执行通知书、（2020）
豫0191执恢231号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到

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选定评估、拍

卖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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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 一 步 完 善 证 券 集 体 诉 讼 制
度，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加诉讼，降
低投资者维权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有效惩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证 券 法》 等 法 律 的 规
定 ， 结 合 证 券 市 场 实 际 和 审 判 实 践 ，
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证券纠纷代表
人诉讼包括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引发的普通代表
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

普通代表人诉讼是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证券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提起的诉
讼；特别代表人诉讼是依据证券法第九
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提起的诉讼。

第二条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案
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
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
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对多个被告提起的诉讼，由发行
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或
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对发行人以外
的主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有
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
法院管辖。

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由涉诉证
券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
辖。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多
元解纷机制的功能，按照自愿、合法原
则，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
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
证券纠纷。

当事人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立案。案件审理
过程中应当着重调解。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证券纠纷代
表人诉讼案件，应当依托信息化技术手
段开展立案登记、诉讼文书送达、公告
和通知、权利登记、执行款项发放等工
作，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
讼义务，提高审判执行的公正性、高效
性和透明度。

二、普通代表人诉讼

第五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
院应当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
理：

（一） 原告一方人数十人以上，起
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
和共同诉讼条件；

（二） 起诉书中确定二至五名拟任
代表人且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代
表人条件；

（三） 原 告 提 交 有 关 行 政 处 罚 决
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
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
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
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
初步证据。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
适用非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第六条 对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

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在发出权利登记公
告前，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阅卷、调查、
询问和听证等方式对被诉证券侵权行为
的性质、侵权事实等进行审查，并在受
理后三十日内以裁定的方式确定具有相
同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范围。

当事人对权利人范围有异议的，可
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
在十五日内作出复议裁定。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权利人范
围确定后五日内发出权利登记公告，通
知相关权利人在指定期间登记。权利登
记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
（二） 被告的基本情况；
（三） 权利人范围及登记期间；
（四） 起诉书中确定的拟任代表人

人选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
息；

（五） 自愿担任代表人的权利人，
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的
期限；

（六）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其他事
项。

公告应当以醒目的方式提示，代表
人的诉讼权限包括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审
理，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达成调解协
议，提起或者放弃上诉，申请执行，委
托诉讼代理人等，参加登记视为对代表
人进行特别授权。

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第八条 权利人应在公告确定的登

记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未按期登记
的，可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补
充登记，补充登记前已经完成的诉讼程
序对其发生效力。

权利登记可以依托电子信息平台进
行。权利人进行登记时，应当按照权利
登记公告要求填写诉讼请求金额、收款
方式、电子送达地址等事项，并提供身
份证明文件、交易记录及投资损失等证
据材料。

第九条 人民法院在登记期间届满
后十日内对登记的权利人进行审核。不
符合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人民法院不
确认其原告资格。

第十条 权利登记公告前已就同一
证券违法事实提起诉讼且符合权利人范
围的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

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讼
的，列为代表人诉讼的原告，已经收取
的诉讼费予以退还；不申请撤诉的，人
民法院不准许其加入代表人诉讼，原诉
讼继续进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审核通
过的权利人列入代表人诉讼原告名单，
并通知全体原告。

第十二条 代表人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

（一） 自愿担任代表人；
（二） 拥有相当比例的利益诉求份

额；
（三） 本人或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

具备一定的诉讼能力和专业经验；
（四） 能忠实、勤勉地履行维护全

体原告利益的职责。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
护机构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或者接受投

资者的委托指派工作人员或委派诉讼代
理人参与案件审理活动的，人民法院可
以指定该机构为代表人，或者在被代理
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申请担任代表人的原告存在与被告
有关联关系等可能影响其履行职责情形
的，人民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第十三条 在起诉时当事人人数
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应当在起诉前确
定获得特别授权的代表人，并在起诉
书中就代表人的推选情况作出专项说
明。

在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
代表人诉讼，应当在起诉书中就拟任
代表人人选及条件作出说明。在登记
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对拟任
代表人人选均没有提出异议，并且登
记 的 权 利 人 无 人 申 请 担 任 代 表 人 的 ，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由该二至五名人选
作为代表人。

第十四条 在登记期间向人民法
院登记的权利人对拟任代表人的人选
提 出 异 议 ， 或 者 申 请 担 任 代 表 人 的 ，
人民法院应当自原告范围审核完毕后
十日内在自愿担任代表人的原告中组
织推选。

代表人的推选实行一人一票，每
位代表人的得票数应当不少于参与投
票人数的 50%。代表人人数为二至五
名，按得票数排名确定，通过投票产
生 二 名 以 上 代 表 人 的 ， 为 推 选 成 功 。
首次推选不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即时
组织原告在得票数前五名的候选人中
进行二次推选。

第十五条 依据前条规定推选不
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的，应当将投
票情况、诉讼能力、利益诉求份额等作
为考量因素，并征得被指定代表人的同
意。

第十六条 代表人确定后，人民法
院应当进行公告。

原告可以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人
民法院申请撤回权利登记，并可以另行
起诉。

第十七条 代表人因丧失诉讼行为
能力或者其他事由影响案件审理或者可
能损害原告利益的，人民法院依原告申
请，可以决定撤销代表人资格。代表人
不足二人时，人民法院应当补充指定代
表人。

第十八条 代表人与被告达成调解
协议草案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制作
调解书的申请书及调解协议草案。申请
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事实
以及审理进展等基本情况；

（二） 代表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
加诉讼活动的情况；

（三） 调解协议草案对原告的有利
因素和不利影响；

（四） 对 诉 讼 费 以 及 合 理 的 公 告

费、通知费、律师费等费用的分摊及理
由；

（五） 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

认为调解协议草案不存在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以
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应当自
收到申请书后十日内向全体原告发出通
知。通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调解协议草案；
（二） 代表人请求人民法院制作调

解书的申请书；
（三） 对调解协议草案发表意见的

权利以及方式、程序和期限；
（四） 原告有异议时，召开听证会

的时间、地点及报名方式；
（五） 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的其

他事项。
第二十条 对调解协议草案有异议

的原告，有权出席听证会或者以书面方
式向人民法院提交异议的具体内容及理
由。异议人未出席听证会的，人民法院
应当在听证会上公开其异议的内容及理
由，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
应当进行解释。

代表人和被告可以根据听证会的情
况，对调解协议草案进行修改。人民法
院应当将修改后的调解协议草案通知所
有原告，并对修改的内容作出重点提
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
况，决定是否再次召开听证会。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
虑当事人赞成和反对意见、本案所涉法
律和事实情况、调解协议草案的合法
性、适当性和可行性等因素，决定是否
制作调解书。

人民法院准备制作调解书的，应当
通知提出异议的原告，告知其可以在收
到通知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退出调
解的申请。未在上述期间内提交退出申
请的原告，视为接受。

申请退出的期间届满后，人民法院
应当在十日内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代
表人和被告签收后，对被代表的原告发
生效力。人民法院对申请退出原告的诉
讼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

第二十二条 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
诉讼请求、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
决定撤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
申请，并通知全体原告。人民法院收到
申请后，应当根据原告所提异议情况，
依法裁定是否准许。

对于代表人依据前款规定提交的书
面申请，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
未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
许。

第二十三条 除代表人诉讼案件
外，人民法院还受理其他基于同一证券
违法事实发生的非代表人诉讼案件的，
原则上代表人诉讼案件先行审理，非代
表人诉讼案件中止审理。但非代表人诉
讼案件具有典型性且先行审理有利于及

时解决纠纷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依

当事人的申请，委托双方认可或者
随机抽取的专业机构对投资损失数
额、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
素 导 致 的 损 失 扣 除 比 例 等 进 行 核
定。当事人虽未申请但案件审理确
有需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随机
抽取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对有关事
项进行核定。

对专业机构的核定意见，人民法
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

第二十五条 代表人请求败诉的
被告赔偿合理的公告费、通知费、律
师费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

第二十六条 判决被告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的，可以在判决主文中确定
赔偿总额和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并将
每个原告的姓名、应获赔偿金额等以
列表方式作为民事判决书的附件。

当事人对计算方法、赔偿金额等
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
核。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补
正。

第二十七条 一审判决送达后，
代表人决定放弃上诉的，应当在上诉
期间届满前通知全体原告。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未上诉，被告在上诉期间内亦未上诉
的，一审判决在全体原告与被告之间
生效。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上诉的，应当同时提交上诉状，人民
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对上诉的原告按
上诉处理。被告在上诉期间内未上诉
的，一审判决在未上诉的原告与被告
之间生效，二审裁判的效力不及于未
上诉的原告。

第二十八条 一审判决送达后，
代表人决定上诉的，应当在上诉期间
届满前通知全体原告。

原告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决定放弃上诉的，应当通知一审法
院。被告在上诉期间内未上诉的，一
审判决在放弃上诉的原告与被告之间
生效，二审裁判的效力不及于放弃上
诉的原告。

第二十九条 符合权利人范围但
未参加登记的投资者提起诉讼，且主
张的事实和理由与代表人诉讼生效判
决、裁定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和法
律适用相同的，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诉
讼请求后，裁定适用已经生效的判
决、裁定。适用已经生效裁判的裁定
中应当明确被告赔偿的金额，裁定一
经作出立即生效。

代表人诉讼调解结案的，人民法
院对后续涉及同一证券违法事实的案
件可以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

第三十条 履行或者执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得财产，人民法院在进行分
配时，可以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
协助执行义务人依法协助执行。

人民法院应当编制分配方案并通
知全体原告，分配方案应当包括原告
范围、债权总额、扣除项目及金额、
分配的基准及方法、分配金额的受领
期间等内容。

第三十一条 原告对分配方案有
异议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

三、特别代表人诉讼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经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证券
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布权利
登记公告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公告
期间受五十名以上权利人的特别授
权，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先受
理的人民法院不具有特别代表人诉讼
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

不同意加入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权
利人可以提交退出声明，原诉讼继续
进行。

第三十三条 权利人范围确定
后，人民法院应当发出权利登记公
告。权利登记公告除本规定第七条的
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投资者保护机构
基本情况、对投资者保护机构的特别
授权、投资者声明退出的权利及期
间、未声明退出的法律后果等。

第三十四条 投资者明确表示不
愿意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届
满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声明退出。
未声明退出的，视为同意参加该代表
人诉讼。

对于声明退出的投资者，人民法
院不再将其登记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
原告，该投资者可以另行起诉。

第三十五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依
据公告确定的权利人范围向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调取的权利人名单，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登记，列入代表人诉讼原
告名单，并通知全体原告。

第三十六条 诉讼过程中由于声
明退出等原因导致明示授权投资者的
数量不足五十名的，不影响投资者保
护机构的代表人资格。

第三十七条 针对同一代表人诉
讼，原则上应当由一个投资者保护机
构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两个以上的
投资者保护机构分别受五十名以上投
资者委托，且均决定作为代表人参加
诉讼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个作为代
表人参加诉讼。

第三十八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应
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被代表的投资
者持续了解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回
应投资者的诉求。对投资者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不予采纳的，应当对投资者
做好解释工作。

第三十九条 特别代表人诉讼案
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败诉或者部分
败诉的原告申请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 《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 的规定，视原告的经济状况
和案件的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第四十条 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
代表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
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特别
代表人诉讼案件，本部分没有规定
的，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中关于起诉
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的相关规定。

四、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7
月 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法释〔2020〕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0年7月23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