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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宽：本院受理张龙、耿波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322 民初 3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法院民三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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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受理高文库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 0322 民初 15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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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份，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叶红丽：本院受理王荣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 0322 民初 13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靖安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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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秦皇岛市佳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爱民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1 月 3 日 9 时在本
院民一庭第八审判庭（2022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樊庆忠、王守保：本院受理杨贵川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 0302 民初 7213 号
民事判决书（樊庆忠支付拖欠劳务工资 16960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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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张尧俊：本院受理王露露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秦皇岛市贵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韬：本院受理殷
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2017）冀 0302 民初 3985 号民事判决
书（秦皇岛市贵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 241.17 万元并
支付利息；张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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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刘洋：本院受理郭志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贾富斌：本院受理刘红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转入普通程序裁定书、转化程序事项告知书、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姬国丽：本院受理张兆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 0302 民初 197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准予你们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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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刘玉凤：本院受理杨晓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届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杨店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
王志伟：本院受理杨纪贤（曾用名杨济闲）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届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届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店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

迁安润达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天
地兴产汽配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给付57951元）、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

李国：本院受理徐从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321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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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恰花言：本院受理吴志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321 民初 175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秦皇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娜：本院受理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

公司凉水河信用社诉你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在审理
过程中原告已申请撤诉并经本院准许。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冀 0321民初 2668、2669、2673号民事裁定书（三案裁定
内容均为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大伟：本院受理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凉水河信用社诉你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在审
理过程中原告已申请撤诉并经本院准许。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冀 0321民初 2668、2669、2673号民事裁定书（三案裁
定内容均为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视为送达。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立娟：本院受理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
限公司凉水河信用社诉你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在审
理过程中原告已申请撤诉并经本院准许。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冀 0321民初 2668、2669、2673号民事裁定书（三案裁
定内容均为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视为送达。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山天汇日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静芳诉你
与唐山法立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赵各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艾恩商贸有限公司、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王威、梅子杰、李桂莲、夏东波：本院受理河北唐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栗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开平区嘉宸商贸有限公司、唐山金旭日商贸有限

公司、王秀青、张立中、杨华：本院受理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栗园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张武英、刘文、马书艳：本院受理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栗园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兆邦商贸有限公司、唐山市开平区凯麟商贸有限
公司、姚志成、于海永、李健：本院受理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栗园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东华：本院受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方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205民初
7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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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李丙坤：本院受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方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5
民初 7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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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王忠：本院受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方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5
民初 7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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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于洪霞：本院受理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方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5
民初 7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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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赵翠茹：本院受理李慧娟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5民初 67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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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董亚男：本院受理陈晓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3民初 65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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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李想、田宏波、陈百英：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奥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冀 0203 民初 6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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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李想：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奥支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203
民初 6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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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河北银正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戴国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冀 0203 民初
47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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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单丽、田慰民：本院受理汪洋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人员告知书、证据、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文化路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陈宗文：本院受理吴顺江、杨军平诉你及明永庭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17）黔 0603民初 17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吴顺江、杨军平的起诉)。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杨廷才:本院受理李万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603 民初 229 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李万英借款 195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第二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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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龙运六510722198805031430：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射洪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及传票，原
告要求你偿还贷款本息，对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9 时在本院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谢长海（510922196811197754）：本院受理射洪山融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侯晓林、蒋宴昭、向阳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谢长海、侯晓
林向原告偿还借款 38 万元及利息，蒋宴昭、向阳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1月 28日 9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谢长海510922196811197754：本院受理射洪县太和镇

嘉星酒店居家用品商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传
票。请求你们支付下欠货款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
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邵 靖 涵 510726198609112669、 黄 晓 龙
510726198512202617、廖长琼 51060219631125460X、邵
翌峰 510602196207084591、绵阳如玉大理石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罗时亮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362 号民事判决书：由邵靖
涵、黄晓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
其余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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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胥执灿510922196912061518：本院受理杨芳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52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其
购房款及利息并负担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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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杨庆510922198210080277：本院受理卿静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0922民初886
号民事判决书：由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买狗款；驳回其
它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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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射 洪 县 亿 鑫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胥 执 灿
510921196912061518：本院受理遂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射洪支行诉你们、射洪县诚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939 号民事判决书：由亿鑫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由被告诚信公司、
胥执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三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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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黄元勇510922196202013999：本院受理杨燕芳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
初 10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钢材款及
利息，并负担费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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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余 启 高 51092219580427389X、 解 泽 玉

510922195608063908、邓定兵 510922198604053933、范
小 丽 510922198906287268、 罗 光 华
510922197912023993、蒋静平 510922197911074369：本
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县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11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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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邓 定 兵 510922198604053933、 范 小 丽
510922198906287268、余启高 51092219580427389X、解
泽 玉 510922195608063908、 罗 光 华
510922197912023993、蒋静平 510922197911074369：本
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县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11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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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四 川 省 射 洪 恒 通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覃 放
510922196910150329、罗会俊 510922196610040033、四
川省金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陈林：本院受理四
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1185
号民事判决书，由第一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其余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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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李睿：本院受理杨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304 民初 4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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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

李长兵：本院受理刘艳茹诉你与邢锡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王羽晴：本院受理李景春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朱松、朱汉邦：本院受理秦皇岛金士国际葡萄酒庄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松、朱汉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冀 0322 民初 13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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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詹玉茹：本院受理孙庆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司
法公开告知书、司法公开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
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和 30日内。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彭传杰：本院受理深圳市海天信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二案，案号为（2017）粤 0308 民初 1021 号、
102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9点 30 分、10 点 15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2016）粤0306执11191号
王伟军、深圳市展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2016）

粤 0306 执 11191 号案件的过程中，因你方拒不履行法律义
务，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王伟军名下位
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与莲花路交汇处盛世家园（二期）甲
栋 2号楼 28G（不动产证号 3000497327）。依据深圳市国土部
门询价系统的查询，上述房屋每平米目前的市场价格为人民
币 55780 元，房屋总价为人民币 5620951 元。申请执行人向
本院申请对上述财产予以拍卖，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粤 0306 执 11191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拍卖裁定）。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李维超：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崔福珍与被执行人张树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4 年 7 月 3 日作出（2014）庄民
初字 3440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辽 0283 执 1490 号对张树峰到期债权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冻结了你的工资账户及住房公积金账户。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陈浙军：本院受理原告苏翠侠、张意茹、张如意、张奉献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1621
民初 1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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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施臣：本院受理原告杨标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1621 民初 103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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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施臣、郑华北：本院受理原告杨标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1621 民初 104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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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李浩贤：本院受理原告郑楷、刘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1621 民初 549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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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耿梦姣申请宣告樊翠娥失踪一案，经查：樊翠

娥，女，1969 年 9 月 18 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山头店
乡桥柿园村，身份号码 410426196909186089，于 2009年走失，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3 个月。希樊翠娥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陈术青:本院受理王谋俊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
张卫然：本院受理胡莹莹诉你离婚一案，原告请求依法

判令：1、离婚；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通过其他送达等
方式均未能顺利送达相关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巧珍、杨利峰：本院受理王园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刘小伟、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于占岐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2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魏瑞杰、李福梅、河南明鑫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1913 号起诉书副
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1月 29日 9时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马继伟、邓月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303 民初 1915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 9：30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明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康达药业有限公司、王
亚平、王玉德、李艳、史洛银：本院受理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
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03民初2113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定于2017年11月29日10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雅良农业有限公司、刘亚亮、薛怀立、李彦霞、李

周琴：本院受理洛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民初 2262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日 9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雅良农业有限公司、洛阳姣婵商贸有限公司、刘

亚亮、薛怀立、李彦霞、李周琴：本院受理洛阳市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 0303 民初 2264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日 9：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鹤阳商贸有限公司、河南亿阳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宏涵、张立云、李红星、秦春艳、赵胜利、赵环丽：本院受理
洛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265 号起诉书副
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日 10时在
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恒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陈杰：本院受理洛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366 号起诉书副本、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1月 29日 10：30在本
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晶格商贸有限公司、周岱梅、李鹤阳、周岱松、徐晓

洁、申小丫：本院受理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367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9 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小丫、周岱梅、李鹤阳、周岱松、徐晓洁：本院受理洛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368 号起诉书副
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9：30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新东昊玻璃有限公司、洛阳坤元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洛阳晶杉玻璃有限公司、洛阳市晶誉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新安县新星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李林波、王洪轶、王萍、
周海平、王雅玲：本院受理洛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388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17年 12月 1日 10：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华良商贸有限公司、伊川县丰润耐材有限公司、姚春
芳、崔殿敏、董便、崔继峰、石素峰：本院受理洛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 0303民初 2413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 2017年 11月 29日 11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裴文奎、栾岩岩、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08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1日 9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敦兵、付玉英、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09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1日 9：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海军、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10 号起诉
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10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吴丰伟、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11 号起诉
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10：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培培、乔丰丰、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12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1日 11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卫东：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0303民初 2513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11：30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旭、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14 号起诉书
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12日 9时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凤、关群声：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303 民初 2517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 9：30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段运陶：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0303民初 2518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 2017年 12月 12日 10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小英、宋君峰：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03民初2519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定于 2017年 12月 12日 10：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梁煜良：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0303民初 2520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 2017年 12月 12日 11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潘世峰、乔玉辉：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03民初2522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定于 2017年 12月 12日 11：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艳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0303民初 2526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徐元龙、徐伯茂、贠惠芬、洛阳市南华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527 号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17年 12月 13日 9：30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闵涛（512531197205240012）：本院受理德阳市旌雒煤
炭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及宜宾京华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作出(2017)川 0681民初 136号民事判决书，现被
告宜宾京华商贸有限公司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向仕平（510681197703142324）：本院受理黄联龙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坪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舒 锐

不端者通过在婚恋网站
伪造信息实施诈骗、传销等
犯罪的事件屡见报端。不得
不说，因怠于核实会员信息，
婚恋网站已然成了违法犯罪
的温床

近期，iOS 应用 WePhone 的创始
人、开发者苏享茂被前妻 1000 万分手
费“逼死自杀”的新闻已经演化为圈内
的热门事件，不过，这件事情火速转向
苏享茂与前妻认识的纽带世纪佳缘网
站（9月 12日《证券日报》）。

对于翟某某是否存在“骗婚”，是

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死者家属目前
已经报案，相信司法机关最终能够作
出公正判断。当下，公开信息显示翟某
某在婚恋网站所登记信息与真实情况
存在出入，涉事网站也因涉嫌向苏享
茂提供虚假信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少观点认为，对于程序员之死，婚恋
网站也须承担责任。

要谈论在该事件中，婚恋网站究
竟有无责任，需要承担多大责任，首先
要廓清的是在哪个维度讨论“责任”。
如果从直接法律责任的角度，我们不
宜过分放大网站的责任。即便网站所
公布的年龄、婚史等信息与真实情况
有出入，但毕竟相关信息在双方结婚
时，男方即已获悉，况且“程序员之死”
与这些信息也并没有必然联系。从职

业伦理的角度分析，婚介平台若是提
供了不真实信息显然难脱其责。婚姻
介绍委托人与婚介平台成立了服务合
同，平台收取了服务费，却未尽到审查
义务提供了虚假信息，这就存在违约，
如若婚介平台存在欺诈责任更大。

抛开“程序员之死”的个案，从社
会责任角度而言，婚恋网站向委托人
提供交往对象的不真实信息，容易让
不端者利用委托人对平台的信任，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早在 2013 年，央视
报道就曾指出，婚恋网站会员信息造
假仅需 10 分钟即可完成。近年来，不
端者通过在婚恋网站伪造信息实施诈
骗、传销等犯罪的事件屡见报端。不得
不说，因怠于核实会员信息，婚恋网站
已然成了违法犯罪的温床。

事实上，无论该事件以何种结果
收场，涉事网站都有必要反思自身在
向委托人提供信息过程中是否存在管
理漏洞。遗憾的是，涉事网站在事发后
仅仅回复称“双方为实名认证用户”，
对于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以及自身是
否存在责任只字未提，这显然并非应
有的负责态度。

诚然，婚恋网站对用户信息很难
做到完全核实，但这并不是逃避审核
的理由。婚恋网站在婚介服务合同中
最基本的义务就是提供真实信息。早
在 2009 年，我国即出台了《婚姻介绍
服务国家标准》，其中要求婚姻介绍服
务机构要“查验征婚者的身份证、户口
簿、学历证书等身份证明文件”“让有
婚史的征婚者出示离婚证明或丧偶证

明”“不向征婚者提供虚假信息”。
虽 然 该 服 务 标 准 只 是 推 荐 性 标

准，但也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婚恋网
站应有的自我要求。人们之所以选择
婚恋网站，正是出于信任与信赖。为了
节省成本，忽视审核义务，无节制地降
低服务标准，即便获得了会员数量上
的一时激增，也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掘
坟墓。期待“程序员之死”能够唤醒包
含涉事网站在内的婚恋网站行业的真
诚反思，也能够唤起监管部门的重视，
让婚恋网站不再沦为骗子的天堂。

程序员之死能否唤起婚介行业反思

□张玉胜

在弄不清应聘女性对婚
孕状况的回答是否属实的情
况下，企业最简单的办法或
许就是寻找借口说不，这对
于原本严峻的女性就业形
势，无异于雪上加霜

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宁波一家
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孙女士入职三天就
宣布怀孕，休完产假之后随即提出辞
职，在这名女员工怀孕期间照常给她
发 工 资 、交 社 保 的 公 司 表 示“ 很 受
伤”。而最让企业感到难以接受的，是

孙女士承认应聘时已经知道自己怀
孕，之所以“隐孕”找工作，目的很简
单，就是想能在孕产期拿到工资，并且
不让社保断档。事情一经报道就在网
上引发热议（9月 12日《浙江法制报》）。

孕育宝宝本是女性天经地义的生
理机能和公民权利，且对于女性个人
与家庭，更是一件好事。但鉴于怀孕、
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严重影响，这种“正
常”的“好事”，却常常成为用工单位的
禁忌和女性员工的“心病”。于是有意
或无意的“隐孕”，便成为女性在企业
招工时希冀应聘入职的无奈选择。但
这对于用工企业的人员使用和劳力调
配，势必造成一定影响，且就用人单位
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

的情况而言，更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企业招工，目的是要为企业的生

存发展和获取经济效益招徕优秀人才
与称职员工。但本案中的当事人孙女
士显然把应聘入职作为希望在孕产期
拿到工资并使社保不断档的跳板和手
段，而在享受产假和达成目的后，却向
企业递交了辞呈。纵观企业的所作所
为，他们并无歧视女性的举动。孙女
士入职三天就提出“保胎休息”，怀孕
期间“经常请假”，即便如此，她分娩之
后企业仍及时“产后探望”，应该说企
业待孙女士并不算薄。企业除了无谓
的付出之外，并未得到员工的任何回
报，这对于精于成本核算的企业，无疑
是做了一次“冤大头”的赔本买卖。

孙女士让自己获取了一时的经济
利益，但撒谎、失信的诚信受损，却势
必成为其今后就业难以拭去的道德污
点，无异于“饮鸩止渴”。从“没有结
婚，短期也不打算结婚”的应聘谎言，
到占了便宜就走的不思感恩，其负面
效应不只影响其个人前途，更无益于
整个女性就业环境的改善。尽管劳动
仲裁机构可以引用劳动法中“用人单
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
合同”的规定，约束企业的辞退举动，
但却难挡“受伤”后的企业不会对今后
对女性员工招聘施以更苛刻的条件。
面对“隐孕”的小聪明，在弄不清应聘
女性对婚孕状况的回答是否属实的情

况下，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或许就是寻
找借口说不。这对于原本严峻的女性
就业形势，无异于雪上加霜。

富兰克林曾经有句名言：“失足，
你可以马上恢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
难挽回。”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之
道，不可须臾丧失。企业招聘是你情
我愿的双方行为，理当多些将心比心
和换位思考。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
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企业应
关怀员工、体谅下属，以增强凝聚力和
向心力；员工也当遵章守纪、爱岗敬
业，尤其要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履行好
主人翁的责任担当。莫让“隐孕”的小
聪明误了自己的前程，更坏了女性就
业的“一锅汤”。

“隐孕入职”无益于女性就业环境改善

□翟 峰

“租购同权”是解决住房
问题中的重要途径之一，既
涉及到权利同等，还事关解
决教育公平，实现“租购同
权”就必须破解“权利差异”
和“就近入学”两道坎

近期，随着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有关部门选
取了 12个城市作为首批开展住房租赁
试点的单位。全国多座城市积极响应，

有关“租购同权”的地方立法呼声时有
可闻。对此，笔者认为“租购同权”要从
国家政策层面上升为立法层面的法律
法规，有必要先从如何迈过“租购同权”
中的“权利差异”和“就近入学”两道坎
入手，作必要的前期性调研，理由如下。

其一，从“租购同权”须逾越“权利
差异”来说，如果一个城市学区内学位
不紧张,“租购同权”或许能够实现，这
也正是广州率先提出“租购同权”的底
气所在。因为，广州的学生生源近年
不断减少，其教育投入又不断增加，学
位资源相对不算紧张。然而，我国其
他不少大中城市尚不具备广州这一优
势，如果这些城市的学区内学位紧张

怎么办？又如何分配学位？据笔者调
查，目前我国不少城市的名校生源爆
满，一些学校通过摇号决定谁上好学
校，上不了的就接受教育部门统筹安
排。如此办法看似公平，但对花了巨
额资金购买学区房的家长而言，恐难
接受。可见，即或施行了“租购同权”
政策，仍难解决学区学位紧张的矛盾。

其二，从“租购同权”须逾越“就近
入学”来说，若“租购同权”不能有效解
决前述“权利差异”问题，“就近入学”也
同样不能有效解决，因为“同权”的意义
被大打折扣。为什么？因为在学位紧
张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就近入学的“近”
并不是真正空间距离上的“近”，而是行

政权力所划定的学区背景下的所谓
“近”。也就是说，“就近入学”的本质仍
是一种学位权利，此即是一些家长为何
因“就近入学”打官司的深层症结所
在。即便是在“租购同权”能较好落实
的情形下，除“同权”之外，租房者还需
满足官方所说的“就近入学”原则，意味
着租到学区房或许才能上名校，这也必
然产生学区房租赁价格大涨的情况，导
致新的不公，优质教育资源被垄断。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使
“租购同权”的政策切实落地，需通过
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规制，逾越“权利
差异”和“就近入学”这两道坎，要达到
这个目的有必要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若干意见》和《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方案》两个文件为基础，通过
适时制定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予以规
制，使城市近郊城镇住房尽快获得与
城市中心区住房一样的同等权利。如
果做到这一点，有利于依法助推我们
逾越“权利差异”和“就近入学”两道
坎，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少些阻碍，甚
至没有阻碍”的愿景。

实现“租购同权”，先得迈过“两道坎”

□许 辉

全国首次快递实名制专项整治于日前
开展，浙江省瑞安市等地的申通、圆通 30
个快递网点，因未落实快递实名收寄、开箱
验视等规定，涉嫌违反反恐法被予以查
封。记者走访北京快递网点发现，只有邮
政网点严格执行了实名制政策（9 月 12 日

《北京青年报》）。
从此次瑞安等地查处情况看，至少传

递出两层意思：一者，史上最严快递业整顿
活动已经开始，谁再把快递实名制不当回
事，就要面临查封处理、停业整顿的处罚；
二者，快递实名制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常态
化、机制化任重道远。

正如业内专家所判断的，快递网点之
所以没有落实好实名制，原因在于对国家
关于快递实名制的要求和法律责任等认识
不到位。在不少快递网点、快递企业看来，
《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自去年 6 月实
施，尽管提出了快递实名制的要求，但作为
国家行业标准并不具备强制力，只有指导
性，不落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情况
也表明，此操作规范实施一年多，快递实名
制仍然是有名无实，“哆啦 a 梦”“欢乐颂”
等名字仍然可以无阻碍寄件，鲜有快递企
业因此受到处罚。

正因此，在今年 7月 24 日国务院法制
办公布的《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中，对快递实名制作出了明确规定：“不建
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收寄快件未
查验寄件人身份并登记身份信息，或者发
现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不实仍予收寄，由
邮政管理部门依照邮政法和反恐怖主义法
的规定予以处罚。”如今，征求意见工作虽
然已经完成，暂行条例还未正式通过实施，
这也给不少快递企业和网点造成一种错
觉：实名制这只“狼”真的快来了，但怎么也
得等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才会来吧，目前
未执行快递实名制应该不会怎么样的。

有了这种心态，才会注定如今“狼”真
的来了，必将遭受惩处的结局。暂行条例
虽未正式实施，可已经实施的反恐怖主义
法第 85 条对此规定得很是明确，邮政、快
递等物流运营单位未实行安全查验制度，
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未依照规定对
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
视的，由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下罚款。这
一法律规定的执行，并不以快递暂行条例
是否实施为基础。既然上位法已经作出了
具体规定，处于下位法的暂行条例可以就
此如何实施进一步细化，但也没必要非得
等到下位法实施后才来执行。这就是说，
快递实名制这只“狼”其实早就来了，只是
不少人没有发觉而已，快递企业、快递网点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一法律规定的威力
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惩处并非目的，但不
惩处，法律的威慑力就难以形成，快递实名
制亦不例外。

快递未实名
早该处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