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学学 术术2017年 10月 12日 星期四

网址：http://www.jcrb.com

编辑/关仕新 校对/周旭 电子信箱：gsx@jcrb.com

传真/（010）86423503 联系电话/（010）86423382

□陈学权

1620 年，英国爱德华·柯克爵
士在对英国法学家利特尔顿的名
著《土地法论》中提到的陪审团裁
决土地纠纷的案件进行评论时指
出：“对事实问题的最为常见的审
判是由 12 人组成的陪审团，法官不
回答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应当由法
官 来 决 定 ，陪 审 团 不 回 答 法 律 问
题。”自此，“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
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成为脍炙
人口的法谚流传至今。此法谚之
形成，与陪审团审判的发展历史、
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法哲学理
念等方面的因素紧密相关。

首先，英国陪审员最初的证人
身份是形成此法谚的历史原因。
普通法上早期的陪审团与现代审
判中的陪审团相去甚远。亨利二
世 于 1166 年 颁 布 的《克 拉 灵 顿 诏
令》规定，刑事案件发生后，必须由
熟悉案件情况的 12 名陪审员向法
庭控告并证明犯罪事实。这与现
代审判陪审团中要求陪审员事先
不 能 知 晓 任 何 案 件 事 实 完 全 相
反。而且，这些陪审员至少会被提
前 2 周获得开庭通知以便可以进行
一些调查取证。开庭时，陪审员以
自己庭前对案件的了解向法庭提
供事实信息。此时的陪审员主要
充当证人角色，其次才是事实的裁
判者。由同一批人既控告和证明
犯罪，又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这
既容易使被告人陷入危险的境地，
又可能置陪审员于前后为难的尴
尬境地，故英国议会于 1352 年通过
立法规定，最初控告犯罪的陪审员
不得在后续的审判中继续履职，由
此形成了大陪审团负责起诉、不参
与判决和由不知悉案件情况的 12
人组成的小陪审团专司审判的局

面。
在大 、小陪审团分化之后，陪

审团的证人角色日益淡化，知悉案
件事实的证人开始被要求在陪审
团面前提供证词。因此，陪审员对
案件事实的认定开始建立在庭审
时双方提交的证据而非自己事先
对案件的了解之基础上，陪审员的
功能开始从“事实的提供者”转变
为“事实的发现者”。英国陪审员
的此种角色之转变，大约从 13 世纪
开始；至 14 世纪末期时，相比于曾
经担任的证人角色，陪审员的事实
裁判者功能已经明显占据优势地
位。早期陪审员具有的证人身份
之基因，使得陪审团在转变为裁判
者之后，既难以摆脱与证人身份紧
密相关的事实发现职能，另一方面
难以获得本不属于证人享有的法
律适用权。

其次，通过司法权强化中央对
地方的控制是形成此法谚的政治
缘由。陪审团审判在英国的产生
与发展以及在殖民地的传播，在很
大程度上是英国王室为了强化王
权、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结果。公元
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号称威廉
一世）征服了英格兰，建立了诺曼
王朝。随后，威廉一世为了确立自
己的王权地位，一方面将教会法庭
与世俗法庭分开，确立教会的司法
管辖权；另一方面，将土地分封给
臣 民 ，并 赋 予 地 方 封 建 领 主 司 法
权。如此做法虽有助于威廉一世
在短期内确立自己的王权地位，但

导致的后果是：教会和地方的司法
管辖权日益强大，王权反而受到削
弱。因此，在亨利二世继位后直至
英国在外的殖民扩张，历代国王在
皇室法院中均通过推行相对更为
文明、公正的陪审团审判方式，与
教会法院、地方法院竞争，并最终
赢得了民众的认可，确立了审判权
的中央权力属性，保证了皇室意志
在审判中的贯彻实施。正因为如
此，西方学者认为，英国陪审团审
判制度既是民众“自由的守护神”，
又是英国“国王的工具”。

英 国 王 室 在 推 行 陪 审 团 审 判
过程中，为了确保陪审团审判真正
成为其管控臣民的有效工具，除了
通过任命自己信任的法官外，赋予
法官控制陪审团之权力便显得尤
为重要。在爱德华·柯克爵士所处
的时代，陪审团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法官有关案件适用法律的指示，否
则，陪审团将受到罚款、监禁、剥夺
土地等惩罚。此做法一直延续到
1670 年 ，即 柯 克 逝 世 36 年 后 发 生
的、在英国陪审团审判制度发展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布 谢 尔

（Bushell）案才被终结。在布谢尔案
中，法院撤销了先前作出的对陪审
员布谢尔监禁的处罚，从而废弃了
几个世纪以来法院可以通过惩罚
陪审员的方式威胁陪审团按照法
官的意见作出裁决的做法，确立了
陪审员不会因为拒绝听从法官指
示作裁定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原
则。因此，在柯克生活的时代，英
国皇室基于维护王权之考虑，始终
将陪审团审判中适用法律之权力
牢 牢 掌 握 在 国 王 任 命 的 法 官 手
中。在此时代背景下，柯克法谚中
的“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只不
过是对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诉讼实
践中陪审团职能的客观描述而已。

最后，“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观”
是 柯 克 提 出 此 法 谚 的 法 哲 学 根
据。17 世纪初，也就是柯克提出此

法谚的时候，英国法学面临着是移
植当时正在欧洲大陆复兴的、以自
然法思想为基础的古罗马法还是
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普通法两条道
路之争议。对此，以柯克为代表的
普通法学者选择了后者，并占据了
上风，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得以继续
发展。在发展普通法的过程中，柯
克等法律人提出了普通法的技艺
理性观。柯克的技艺理性观集中
体现在 1607 年其与国王詹姆斯一
世的论辩中。针对詹姆斯一世提
出的“法律以理性为基础，他和其
他人拥有同法官一样的理性，因而
有 权 以 国 王 的 身 份 直 接 裁 决 案
件”，柯克反驳道：“确实，上帝赋予
了陛下卓越的技能和伟大的天赋，
但是陛下并没有研究您管辖的英
格兰王国的法律。对于涉及陛下
之臣民的生命、遗产、货物或财富
的 案 件 ，不 能 仅 凭 自 然 理 性 来 决
定，而应当根据技艺理性和法律判
断来决定。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
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才可能获得对
法律的正确理解。”

随 后 ，柯 克 在 对 利 特 尔 顿 的
《土地法论》进行评注时再次指出：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对普通法而
言更是如此。普通法中的理性，不
是普通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理性，而
是通过长期的研究、观察和经验获
得的。”在柯克看来，没有经受长期
训练的普通人只具有自然理性，不
具备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与柯克
等人的普通法技艺理性观相比，以
自然法思想为核心的古罗马法虽
然也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但是这种
理性是一种普通人的理性，是任何
人固有的自然理性。如果坚持法
的自然理性之思想，则意味着没有
经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陪审员基
于 人 之 自 然 理 性 ，完 全 有 能 力 理
解、解释乃至发现法律，因而排斥
其回答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就缺乏
理论根据；反之，如果坚持柯克的

技艺理性观，由于陪审员没有经受
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不具备普通法
要求的技艺理性，因而在审判中不
可 能 对 法 律 问 题 作 出 正 确 的 回
答。因此，柯克等人主张的普通法
技艺理性观是普通法陪审团不回
答法律问题的法理依据。

考察与分析“法官不回答事实
问题、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之
法谚形成的社会背景，有助于我们
科学评价此法谚在当代的现实意
义。随着现代正当程序理念的发
展，履行裁判职能的陪审员与证人
之身份早已严格分离，因而作为
孕育此法谚的历史因素在现代法
治社会已不复存在。作为现代司
法 民 主 重 要 体 现 之 一 的 陪 审 制
度，今天普通法系中的陪审员与
法官在政治地位上完全平等，陪
审制度作为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
的 重 要 手 段 早 已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作为体现普通法特色的技艺理性
观虽然为陪审员不回答法律问题
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自 17 世
纪以来，随着普通法证据制度的
发展，陪审员对事实问题的回答
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证据规则的指
导，因而以陪审团没有技艺理性
为由仅允许其回答事实问题其实
已经很难自圆其说。因此，作为
形成于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法官
不回答事实问题、陪审员不回答
法律问题”之法谚，当支撑其产
生的相关因素在现代社会中难觅
踪迹时，也就到了我们对其进行
认真反思之际。事实上，在普通
法陪审团审判实践中，诚如美国
现代证据法学大师詹姆斯·B·塞
耶等人所言，柯克关于陪审员不回
答法律问题、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
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存在；那种认
为在普通法陪审团审判中事实问题
由陪审员回答、法律问题由法官回
答的观点是极不准确的。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普通法系刑事审判：事实与法律岂能截然分开

书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矿
业权纠纷司法解释适用指南与案
例解读

编著：李显冬 王志良 刘璇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为填补矿业权纠纷案件法律规则
的空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民法学理论，结合当
事人之间的商业习惯，总结出一套能够有效区分公法
与私法关系、保障矿业权交易安全、兼顾生态环境保护
的临时应急措施，并通过法定程序将其定型化，形成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该书以此司法解释条文为脉络，坚持
运用民法学传统理论，逐条解读司法解释条文的学理
依据，侧重于阐述矿业权纠纷中私法关系与公法关系
的界分、矿业权作为私权自得遵守传统法律行为所确
立的商品交易规则等；同时，选取我国司法实践中最
新、最典型的矿业权纠纷案例，以案说法，力求对司法
解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分析

典型矿业权纠纷案例以案说法

书名：变革时代的“新工具”
与法治

作者：龚廷泰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新工具”一词是英国哲学家、法学
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代表作的书名，所指代的是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新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艺复兴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
西方世界，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在世界范
围内引领着时代变革的历史潮流，世界由此进入了近
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尽管与当
时英国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是她也正在经历着由
传统到现代、由计划到市场、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
变革。当下的中国“法治”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全面
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治理模式的改变，更是对法治的
认识和作为领导人和全体国民的思想上的转变。学
界的所有研究，包括对法制变迁的持续关注，对法哲
学的观察与研究等，正是为这场变革贡献智识支持。
该书是法理学界对这一主题的回应。

把握变革时代的“新工具”

研究法治发展历史脉动

□《人民检察》杂志 杨 赞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的同时，集资诈骗、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呈显著上升
态势，严重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危
害。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
中欺骗手段与民事欺诈的区分、金
融机构“重大损失”的判定等问题
的认识并不一致，在具体案件的处
理上分歧较大。鉴于此，《人民检
察》 杂志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检察院共同邀请专家，就实践中虚
构资料骗取银行贷款及票据承兑案
件的事实认定、刑法适用等问题进
行深入研讨。

关于刑事诈骗与民事欺
诈的界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和
个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
手段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的方式不断翻新，尤其是介于刑事
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的复杂案件层
出不穷。对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行
为中欺骗手段的性质，是认定为刑

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争议很大。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结淼认

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是刑法
修正案 （六） 规定的一个罪名。所
谓“欺骗手段”，是指行为人在取
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信贷资
金、信用时，采用的是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手段，掩盖了客观事
实，骗取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
信任。据此，对于骗取贷款、票据
承兑罪中欺骗手段的认定，应限定
在足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手段。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授莫良
元认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
欺骗手段与民事借贷中的欺诈皆属
于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
真 相 ”， 通 常 表 现 是 程 度 上 有 差
异，性质上有区别。二者的界分应
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
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考察具体案
情。结合司法实践，安徽省淮南市
谢家集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庆永表
示，如果仅仅是手段有瑕疵，但不
足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就不构成
该罪的欺骗手段，这也是其与一般
民事欺诈之间的本质不同。作为该
罪的欺骗手段，最主要的方式是虚
构投资项目、虚构担保单位和虚设
抵押物等三种虚假手段，如果不属
于这三种虚假手段，就难以给银行
资金带来实际风险，不应认定为刑

事欺诈。

关于“重大损失”的判定

根据刑法第 175 条之一规定，
认定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前提
是“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
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安徽省淮南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
案件中，行为人在办理贷款、票据
承兑业务中均已提供了真实有效的
抵押担保手续。案发后，银行通过
代扣代偿方式追回了部分欠款，剩
余未追回的贷款也有行为人事先办
理的抵押担保。这种情况下，能否
认定行为人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的
行为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

安徽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主任刘曙光认为，实践中，司法机
关往往以行为人最终给被害人造成
的实际经济损失数额作为定罪量刑
的标准。目前，民事法律制度中担
保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善意取得制
度等其实已被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普遍认可。具体到该类案件办理
中，履行担保义务只是骗取贷款犯
罪的事后行为，即在行为人无法归
还银行贷款后，银行可通过另一个
法律关系——担保关系来补偿自己
的损失。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
保人处获取财产，担保人才是银行
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因此，实际受

到财产损失的是担保人，而不是银
行，不宜认定上述行为给银行造成
了“重大损失”，此情形应属于刑
法第 175 条之一规定的“其他严重
情节”。

对此观点，莫良元并不认同。
他认为，司法实践中对“重大损
失”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即骗取资
金或最终欠款达到一定数额，即分
别从犯罪起点和终点的逻辑判断上
进行考量。该案中，行为人通过虚
构资料骗取贷款及票据承兑，虽然
办理了真实有效的质押和抵押担保
手续，但该担保行为不能等同于普
通意义上的民商事行为，其对商业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带来
了不确定性风险，侵害了国家金融
管理秩序，已经给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在行为人拒不供
述的情况下，对其主观故意的认定
成为案件办理的一大难点，也是认
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莫良元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应运用“主观见之于
客观、客观体现主观”的主客观相一
致的原则来认定。陈结淼认为，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
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

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规
定，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
量骗取资金的；（2）集资后不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
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3）肆意挥霍
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4）携带集资款逃匿的；（5）将集资
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6）抽逃、
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
的；（7）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
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8）拒
不交待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9）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退还的
行为。

案例研讨中，对于行为人编造
虚假合同、虚构资金用途骗取银行
贷款、票据承兑的行为，与会人员
均表示应当认定为骗取贷款、票据
承兑罪。具体而言，从行为方式来
看，编造虚假合同、虚构资金用途
属于骗取银行贷款、票据承兑中的
欺骗手段。从危害后果来看，在行
为人对贷款提供真实有效质押、抵
押担保的情况下，其骗取资金行为
仍然可视为给金融机构造成了“重
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详见《人民检察》 2017年第
18期）

适用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三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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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向伟: 本院受理喀喇沁旗鸿成汽车租赁行与你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2017）内 0428 民初 4312 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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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姚学刚: 本院受理姚佳与你及刘芳追偿权纠纷一案，案
号（2017）内 0428 民初 4000 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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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周光忠:本院已受理杨正琴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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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朱秀真、淄博玉桥担保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敬荣、

唐爱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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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0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稷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于培培：本院受理孙志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305民初 13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稷下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朱秀真、淄博玉桥担保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素芝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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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0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稷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田浩志、田秀礼：本院受理王珍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 0305民初 500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稷下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或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淄

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淄博玉桥担保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全娟诉你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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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稷
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朱秀真、淄博玉桥担保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唐元仕、

王桂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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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0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稷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朱秀真、淄博玉桥担保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唐元利、

王秀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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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0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稷下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燕家塔煤矿：本院受理准格尔

旗昌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和孙留柱、准格尔旗尔林兔煤
矿有限责任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

（2013）准商初字第 46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准法执字第 1262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裁定主要内容：冻结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燕家塔煤
矿在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的全部保证金及相关款项。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内蒙古浩源煤炭有限公司燕家塔煤矿：本院受理准格尔

旗昌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和孙留柱、高梅、准格尔旗尔
林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申请
执行（2013）准商初字第 46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4）准法执字第 116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李胜利：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分行
诉你和温慧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
归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40万元，利息 0.36万元，（利息已算至
2017年 3月 9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计算至
还款结清之日止）费用 0.06万元，合计 1.81万元。2、请求法院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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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行政庭（附属楼一楼七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赵昕、谢兆悦：本院受理张成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
延），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

周长明、刘金云：本院受理朱振锋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1523 民初 136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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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
王应海：本院受理石学军与贵州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贵州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黔西分公司、邹贤利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发现你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追加当事人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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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３日 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
贵州富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黔西分公司、邹贤利：本院

受理石学军与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该案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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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３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

熊小平：本院受理蓝兴淑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259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孙德富：本院受理王小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179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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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田良、唐春秀：本院受理文涛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2017）桂 0325 民初 76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田良：本院受理蒋章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桂 0325 民初 7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的十五日内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田良、唐春秀：本院受理文杰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2017）桂 0325 民初 76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孙少祥：本院受理李正华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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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王国耀：本院受理黄小敏诉你的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湘 0381 民初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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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肖怀章：本院受理刘彦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湘 0426 民初 9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
偿还原告借款 5000元及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韦顺光：本院受理董双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8 民初 5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初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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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梁小卒：本院受理杨光先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8 民初 5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初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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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何贤立：本院受理张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黔 2728 民初 4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初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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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张兵（510922198103036238）：本院受理付霞诉你离婚
一案，原告请求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婚生子由原告抚养，
原、被告共同承担子女抚养费。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勤廉监督
卡、双向监督卡、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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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30 在本院金家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杨小波：本院受理袁仁凤诉你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627 民初第 1010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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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曾晓卫、曾卫荣：本院受理张小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赣 0803 民初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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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游钦柏：本院受理吉安市青原区隆鑫建材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赣
0803 民初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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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厦门均威建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卢斌斌诉你司、卢宪
加、福建省第一公路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诉须知、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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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李伟、邱建国:本院受理原贵溪市融信达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赣 0681 民初 7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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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鹰潭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刘志震、谢和胜:本院受理鹰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雄石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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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程林、陈有明、蒋东平：本院受理毛华诉你们及贵州构皮
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1、判令你们支付原告 40 万元（砖款 30 万元，违
约金 10 万元）；2、诉讼费用由你们四被告承担。因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 14:
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李锬、肖娟：本院受理曾剑霞、阳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湘 1302 民初 4223、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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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张修贵：本院受理袁碧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256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李德勇、余长菊、李泽周：本院受理刘廷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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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通过本院预交上诉费（上诉费按不服部分的金额缴纳），上诉
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龚荔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29日 9时在本院民二庭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李贵：本院受理周光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湘 0381 民初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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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张楠、陈媛元、廖志成：本院受理金惠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湘 0381 民初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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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湖南格雅达玻璃马赛克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江颜工贸公
司诉你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湘 0381 民初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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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李远贵:本院受理龚国宏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判决:由李远贵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运输费
30000元。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 690元，共计 1240元，由
李远贵负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9 民初 151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你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罗治凤:本院受理黄书兵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判决: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 元，由原告负担。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9 民初 14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你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
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李远贵:本院受理刘方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判
决:由李远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方运输费、货款共
计20000元。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90元，共计990元，由
李远贵负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0329民初151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在本院第二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你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刘勇彦、郭军：本院受理杨中伟与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242 号民事判决，由二、三被告
共同给付原告工程款 113500及利息、第一被告在欠付第二工
程款额度内承担连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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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洪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云超、杨华：

本院受理李洪林与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川 0922 民初 1373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杨华支付原告工程款 81885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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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生、粟玉秀：本院受理广西荔浦农村合同银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桂 0331 民初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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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蒙锦升：本院受理广西荔浦农村合同银行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桂 0331
民初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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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叶慧、汪力：本院受理广西荔浦农村合同银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桂 0331 民初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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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陈孔光、翁全风、郭忠明、陈兴彩、游贵、江彩丽：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闽
0783 民初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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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郭忠明、陈兴彩、陈孔光、翁全风、游贵、江彩丽：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闽 0783
民初 1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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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书名：死刑案件的有效辩护
作者：李贵方等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必然要求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进入实质化，即
不仅要建立健全刑事案件的实体辩护，而且要完善刑
事案件的程序辩护，以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为目标，
全面推进刑事辩护工作。死刑案件的辩护，实践中极
具挑战，如何实现死刑案件辩护的实质化、有效性？

《死刑案件的有效辩护》一书对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
面作出回答。该书是 8位著名刑事法学者与资深刑辩
律师的演讲集。该书的作者，有四位来自理论界，在
刑事法领域具有相当的造诣，如樊崇义教授、顾永忠
教授、刘广三教授等；另外四位则是活跃在刑事辩护
领域的知名刑辩律师，如李贵方等。该书作者从自身
对刑事辩护的研究与经验角度全面系统阐述了死刑
案件如何有效辩护的问题，包括律师思考方法、如何
有效阅卷、如何会见、证据审查以及死刑案件辩护的
基本路径和实践经验总结等内容，对于实践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与意义。

阐述辩护实质化本质和要求

死刑案件辩护理论与实践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