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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信东：本院受理原告海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马

信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黑 1083 民初 4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马信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海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

本金 3400000 元，支付利息和罚息及复利 328955.98 元，2020 年 1
月 21 日 后 的 利 息 以 借 款 本 金 3400000 元 为 基 数 按 月 利 率

9.3375‰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二、海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可

以对马信东抵押的位于海林市华林御景小区 1#中心区 29 委 1
层 17 室（建筑面积 333.48 平方米）不动产登记黑（2017）海林市

不动产权第 0004667 号和 2 层 16 室（建筑面积 564.97 平方米）不

动产登记黑（2017）海林市不动产权第 0004668 号房屋进行拍

卖、变卖，对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其价款超过债

权数额的部分归马信东所有，不足部分由马信东继续清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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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海德淳模具材

料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本院

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20)新 0106 民催 12 号民事判决，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上海德淳模具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汇票号码

为 3090005328466007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19 日、出票人为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兴业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收款人为天能化工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4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 2020 年 6月 19日、背书人为新疆天业(集团)有
限公司、天能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华卫天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阀特流体控制阀门有限公司、上海汇婷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上海德淳模具材料有限公司]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上海德淳模具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昆明经开区阿拉龙发燃气经营部、云南醉寨云乡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昆明市盘龙区老毛蔬果副食店：本院受理（2020）云

0114 民初 4066、4067 号原告冯萍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法官公正廉洁办案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下一周星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云南]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因天津华溢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下落不明，该公

司清算组未接收到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无法开展清算工

作，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裁定终结天津华溢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天津华溢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可以

依法向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北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

德丰包装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天通泰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清算组对天津德丰包装设备有限

公司进行清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当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二、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三、清算组

处理事务的地址为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857号国华大厦 815，

邮编 300200，联系人阎淑霞，电话 13388030999。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严淑华、林佑华、

郑学而申请宣告公民郑则铵死亡一案。申请人严淑华、林佑华、

郑学而称，郑则铵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起在“华顺达 3”轮工作。

2018 年 10 月 28 日，“华顺达 3”轮在日本大分港检疫锚地停泊期

间郑则铵意外落水下落不明，基于上述情况申请人请求判决宣

告郑则铵死亡。下落不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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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张文叶申请宣告王祥高死亡一案。经查：王祥

高 ，男 ，汉 族 ，1962 年 11 月 4 日 出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721196211045236，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小沙村渔

队384号。2018年6月11日23时许，王祥高随渔船出海捕鱼时，渔

船不慎侧翻，王祥高落入海里。经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王祥高本人或知悉王祥高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王祥高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或报告其所知道的情况，否则王祥高将被宣告死

亡。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南京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敏申请宣告公

民刘野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敏称，1995 年 5 月 11 日其长子刘野

走失。下落不明人刘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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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野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野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咏梅、池美明、

何颂英、何晓红、何宏伟申请宣告公民何才茂死亡一案。申请人

何咏梅、池美明、何颂英、何晓红、何宏伟称，何才茂系申请人池

美明的丈夫，申请人何咏梅、何颂英、何晓红、何宏伟的父亲。

2018 年 1 月 28 日凌晨 5 时 20 分，罹患抑郁症 3 年多的何才茂从

临海市古城街道鹊墩路 9 号 1 单元 101 室独自离家出走。家人稍

后查找未果向古城派出所报案。后从派出所监控显示，被申请人

于当日凌晨 5 时 54 分由临海三桥坠入灵江。家人雇船打捞 3 天，

并一直沿岸找寻数月均未果。何才茂失踪至今已二年半多，估计

已无生还可能。下落不明人何才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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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何才茂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何才茂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何才茂

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安庆市福跃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范超超、吴娇、孙琴、范德
财：安庆国厚滨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庆市福跃汽车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范超超、吴娇、孙琴、范德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申请

执行人安庆国厚滨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基于本院（2015）宜民

二初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取得的相关权利转让给王宜甫。经审

查，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作出（2020）皖08执异27号执行裁定

书，依法变更王宜甫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因你们未全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送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如不服该裁定，可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郝黎明：本会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受理的申请人襄阳恒信天

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服务合同争议［（2020）武仲受

字第 000001488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

公告期满后第 30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米兔优品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米

兔优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经管理人调查，深圳米兔优品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

合法定破产条件；深圳米兔优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有财产不足以

支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
年12月22日裁定宣告深圳米兔优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其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9 月 22 日，本院根据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碧溪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常熟弘裕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弘裕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弘裕公司债务总额为 88331869.15 元，仅有清算价值评估值总

计为 21434778.88 元的不动产、机器设备、汽车、存货和人民币存款

约 42 万元。本院认为，弘裕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且不具备和解或

重整的能力，符合法定破产宣告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裁定宣告

弘裕公司破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公告 匡建：2017年 8月 22日，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开福区东风二村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二

期）房屋征收决定》（开政征字〔2017〕4号）征收决定并依法公告。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

对被征收人匡永田（已故）继承人谭再莲、匡亚和、匡亚珍、匡雪梅、匡

月娥、匡利君、匡利民、匡建依法作出了开政征补字〔2020〕第 34号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在送达过程中，因无法联系到匡建，无法通过直接

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向被征收人送达前述文书，现采用

登报公告方式进行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请被征收人

到东风二村地块棚改征收工作指挥部东风路街道分指挥部领取前述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一、被征收房屋基本

情况：被征收房屋登记产权人：匡永田（已故）；产权登记号码为长房

私字第 035415号；产权登记用途：住宅；产权登记房屋地址：上大垅

082号全部,产权登记建筑面积：231.6平方米。二、文书名称及内容：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1、决定对谭再莲、匡亚

和、匡亚珍、匡雪梅、匡月娥、匡利君、匡利民、匡建实行货币补偿：2、
货币补偿总额为3111178元，其中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费为2943945
元(8939元/㎡×154.4平方米＋25320元/㎡×77.2平方米×80%)，被征

收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价值补偿为 164820 元（含其他设施补

偿），搬迁费为2413元。3、限谭再莲、匡亚和、匡亚珍、匡雪梅、匡月娥、

匡利君、匡利民、匡建在本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二十日内搬

迁，并与开福区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征收补偿、房屋移交及搬迁等

手续，逾期不搬迁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4、如上述继承

人对本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服，可以在本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之

日起60日内依法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东风二村地块棚改征收工作指

挥部东风路街道分指挥部。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 222号，

联系电话：13908482037，邮编：410005。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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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统一确定案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情况，对民
事案件案由规定如下：

第一部分 人格权纠纷

一、人格权纠纷
1.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2.姓名权纠纷
3.名称权纠纷
4.肖像权纠纷
5.声音保护纠纷
6.名誉权纠纷
7.荣誉权纠纷
8.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1）隐私权纠纷
（2）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9.婚姻自主权纠纷
10.人身自由权纠纷
11.一般人格权纠纷
（1）平等就业权纠纷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
12.婚约财产纠纷
13.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
14.离婚纠纷
15.离婚后财产纠纷
16.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
17.婚姻无效纠纷
18.撤销婚姻纠纷
19.夫妻财产约定纠纷
20.同居关系纠纷
（1）同居关系析产纠纷
（2）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21.亲子关系纠纷
（1）确认亲子关系纠纷
（2）否认亲子关系纠纷
22.抚养纠纷
（1）抚养费纠纷
（2）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23.扶养纠纷
（1）扶养费纠纷
（2）变更扶养关系纠纷
24.赡养纠纷
（1）赡养费纠纷
（2）变更赡养关系纠纷
25.收养关系纠纷
（1）确认收养关系纠纷
（2）解除收养关系纠纷
26.监护权纠纷
27.探望权纠纷
28.分家析产纠纷
三、继承纠纷
29.法定继承纠纷
（1）转继承纠纷
（2）代位继承纠纷
30.遗嘱继承纠纷
31.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32.遗赠纠纷
33.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34.遗产管理纠纷

第三部分 物权纠纷

四、不动产登记纠纷
35.异议登记不当损害责任纠纷
36.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
五、物权保护纠纷
37.物权确认纠纷
（1）所有权确认纠纷

（2）用益物权确认纠纷
（3）担保物权确认纠纷
38.返还原物纠纷
39.排除妨害纠纷
40.消除危险纠纷
41.修理、重作、更换纠纷
42.恢复原状纠纷
43.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六、所有权纠纷
44.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45.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1）业主专有权纠纷
（2）业主共有权纠纷
（3）车位纠纷
（4）车库纠纷
46.业主撤销权纠纷
47.业主知情权纠纷
48.遗失物返还纠纷
49.漂流物返还纠纷
50.埋藏物返还纠纷
51.隐藏物返还纠纷
52.添附物归属纠纷
53.相邻关系纠纷
（1）相邻用水、排水纠纷
（2）相邻通行纠纷
（3）相邻土地、建筑物利用关系纠纷
（4）相邻通风纠纷
（5）相邻采光、日照纠纷
（6）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7）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
54.共有纠纷
（1）共有权确认纠纷
（2）共有物分割纠纷
（3）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纠纷
（4）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
七、用益物权纠纷
55.海域使用权纠纷
56.探矿权纠纷
57.采矿权纠纷
58.取水权纠纷
59.养殖权纠纷
60.捕捞权纠纷
6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
（2）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62.土地经营权纠纷
63.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
64.宅基地使用权纠纷
65.居住权纠纷
66.地役权纠纷
八、担保物权纠纷
67.抵押权纠纷
（1）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抵押

权纠纷
（2）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纠纷
（3）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纠纷
（4）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纠纷
（5）探矿权抵押权纠纷
（6）采矿权抵押权纠纷
（7）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纠纷
（8）动产抵押权纠纷

（9）在建船舶、航空器抵押权纠纷
（10）动产浮动抵押权纠纷
（11）最高额抵押权纠纷
68.质权纠纷
（1）动产质权纠纷
（2）转质权纠纷
（3）最高额质权纠纷
（4）票据质权纠纷
（5）债券质权纠纷
（6）存单质权纠纷
（7）仓单质权纠纷
（8）提单质权纠纷
（9）股权质权纠纷
（10）基金份额质权纠纷
（11）知识产权质权纠纷
（12）应收账款质权纠纷
69.留置权纠纷
九、占有保护纠纷
70.占有物返还纠纷
71.占有排除妨害纠纷
72.占有消除危险纠纷
73.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

第四部分 合同、准合同纠纷

十、合同纠纷
74.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75.预约合同纠纷
76.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1）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77.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78.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79.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80.债务转移合同纠纷
81.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
82.债务加入纠纷
83.悬赏广告纠纷
84.买卖合同纠纷
（1）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2）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3）试用买卖合同纠纷
（4）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纠纷
（5）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
（6）互易纠纷
（7）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8）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85.拍卖合同纠纷
86.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1）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
（2）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87.临时用地合同纠纷
88.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89.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
90.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
（1）委托代建合同纠纷
（2）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3）项目转让合同纠纷
9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
（2）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3）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4）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
（5）经济适用房转让合同纠纷
（6）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92. 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

纠纷
93.供用电合同纠纷
94.供用水合同纠纷
95.供用气合同纠纷
96.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97.排污权交易纠纷
98.用能权交易纠纷
99.用水权交易纠纷
100.碳排放权交易纠纷
101.碳汇交易纠纷
102.赠与合同纠纷
（1）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
（2）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
103.借款合同纠纷
（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同业拆借纠纷
（3）民间借贷纠纷
（4）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5）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
104.保证合同纠纷
105.抵押合同纠纷
106.质押合同纠纷
107.定金合同纠纷
108.进出口押汇纠纷
109.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110.银行卡纠纷
（1）借记卡纠纷
（2）信用卡纠纷
111.租赁合同纠纷
（1）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2）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3）车辆租赁合同纠纷
（4）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112.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13.保理合同纠纷
114.承揽合同纠纷
（1）加工合同纠纷
（2）定作合同纠纷
（3）修理合同纠纷
（4）复制合同纠纷
（5）测试合同纠纷
（6）检验合同纠纷
（7）铁路机车、车辆建造合同纠纷
115.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
（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
（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
（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
（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
116.运输合同纠纷
（1）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2）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3）水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4）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5）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6）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7）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
（8）管道运输合同纠纷
（9）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
（10）联合运输合同纠纷
（11）多式联运合同纠纷
（12）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13）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14）铁路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15）铁路包裹运输合同纠纷
（16）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
117.保管合同纠纷
118.仓储合同纠纷
119.委托合同纠纷
（1）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
（2）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3）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

纠纷
（4）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

同纠纷
（5）销售代理合同纠纷
120.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1）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2）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121.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122.行纪合同纠纷
123.中介合同纠纷
124.补偿贸易纠纷
125.借用合同纠纷
126.典当纠纷
127.合伙合同纠纷
128.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129.彩票、奖券纠纷
130.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

合同纠纷
131.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132.林业承包合同纠纷
133.渔业承包合同纠纷
134.牧业承包合同纠纷
135.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
（2）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
（3）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纠纷
（4）土地经营权抵押合同纠纷
（5）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
136.居住权合同纠纷
137.服务合同纠纷
（1）电信服务合同纠纷
（2）邮政服务合同纠纷
（3）快递服务合同纠纷
（4）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5）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6）旅游合同纠纷
（7）房地产咨询合同纠纷
（8）房地产价格评估合同纠纷
（9）旅店服务合同纠纷
（10）财会服务合同纠纷
（11）餐饮服务合同纠纷
（12）娱乐服务合同纠纷
（13）有线电视服务合同纠纷

（14）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15）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16）家政服务合同纠纷
（17）庆典服务合同纠纷
（18）殡葬服务合同纠纷
（19）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20）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
（21）保安服务合同纠纷
（22）银行结算合同纠纷
138.演出合同纠纷
139.劳务合同纠纷
140.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
141.广告合同纠纷
142.展览合同纠纷
143.追偿权纠纷
十一、不当得利纠纷
144.不当得利纠纷
十二、无因管理纠纷
145.无因管理纠纷

第五部分 知识产权与竞
争纠纷

十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146.著作权合同纠纷
（1）委托创作合同纠纷
（2）合作创作合同纠纷
（3）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
（4）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5）出版合同纠纷
（6）表演合同纠纷
（7）音像制品制作合同纠纷
（8）广播电视播放合同纠纷
（9）邻接权转让合同纠纷
（10）邻接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1）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1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

纠纷
（1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许可使用

合同纠纷
147.商标合同纠纷
（1）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
（2）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
（3）商标代理合同纠纷
148.专利合同纠纷
（1）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
（2）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
（3）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4）实用新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纠纷
（5）外观设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纠纷
（6）专利代理合同纠纷
149.植物新品种合同纠纷
（1）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
（2）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

纠纷
（3）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
（4）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
150.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合同纠纷
（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作合同

纠纷
（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转

让合同纠纷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许可使用

合同纠纷
151.商业秘密合同纠纷
（1）技术秘密让与合同纠纷
（2）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3）经营秘密让与合同纠纷
（4）经营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
152.技术合同纠纷
（1）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

⇨⇨下转第七版

⇨⇨上接第五版

五、适用修改后的《案由规
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1. 在案由横向体系上应当按照由
低到高的顺序选择适用个案案由。确
定个案案由时，应当优先适用第四级
案由，没有对应的第四级案由的，适
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
没 有 规 定 的 ， 适 用 相 应 的 第 二 级 案
由；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

应的第一级案由。这样处理，有利于
更准确地反映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
的性质，有利于促进分类管理科学化
和提高司法统计准确性。

2.关于个案案由的变更。人民法院
在民事立案审查阶段，可以根据原告诉
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相应
的个案案由；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
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
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
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
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

变更个案案由。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
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
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
应变更个案案由。

3.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时个案案由的
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
关系的，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
系的性质确定个案案由；均为诉争的法
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
系并列确定相应的案由。

4. 请求权竞合时个案案由的确定。
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

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所涉
及的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
的案由。

5. 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
与功能。案由体系的编排制定是人民
法院进行民事审判管理的手段。各级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依照法
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不得将修改
后的 《案由规定》 等同于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
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 《案由
规 定》 中 没 有 相 应 案 由 可 以 适 用 为

由 ， 裁 定 不 予 受 理 或 者 驳 回 起 诉 ，
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6. 案 由 体 系 中 的 选 择 性 案 由
（即含有顿号的部分案由） 的使用方
法。对这些案由，应当根据具体案
情，确定相应的个案案由，不应直
接 将 该 案 由 全 部 引 用 。 如 “ 生 命
权 、 身 体 权 、 健 康 权 纠 纷 ” 案 由 ，
应当根据具体侵害对象来确定相应
的案由。

本次民事案件案由修改工作主要
基于人民法院当前司法实践经验，对

照民法典等民事立法修改完善相关具
体案由。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施行
后，修改后的 《案由规定》 可能需要
对标民法典具体施行情况作进一步调
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密切关注民
法典施行后立案审判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重点梳理汇总民法典新
增制度项下可以细化规定为第四级案
由的新类型案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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