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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王明君 陈莹莹

近日，经江苏省如皋市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贩卖毒
品罪判处被告人邓杰有期徒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我们在
审查起诉环节做了大量工作，才
让这起不认罪贩毒案件最终水落
石出。”该案承办检察官向记者介
绍了办理此案的经过。

今年 5 月 17 日，如皋市公安
局将邓杰涉嫌贩卖毒品案移送至
如皋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此
案的检察官小陈在阅卷和梳理证

据时发现疑问：邓杰在侦查阶段
的 6 次讯问中，前 4 次均提出了无
罪辩解，称自己并非贩卖冰毒，而
是无偿赠与。可是在最后 2 次的
讯问中，邓杰又作出了有罪供述，
但对于自己之前的无罪辩解未能
作出合理的解释。

“ 我 不 认 罪 ，我 没 有 贩 卖 毒
品，毒品是我送给杨某的，收的微
信红包也是我向他借的钱，不是
毒资。”5 月 26 日，面对办案检察
官的讯问，邓杰矢口否认自己的
贩毒行为。因邓杰在侦查阶段的
供述就不一致，加上侦查机关未
针对其无罪辩解进行取证，案件
陷入迷局。

面对这一情况，小陈在认真
梳理案情之后认为，只要查明案
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案件事实就

能水落石出：一是证人石某在侦
查阶段曾称好友邓杰在贩卖毒品
后告知其卖了 400 元；二是购毒
人员杨某购毒时并非一人在场，
其朋友王某也一直在场，且垫付
了 200元毒资。

围绕这几个关键问题，办案
检察官拟定了详细的退查提纲，
并于 6 月 13 日，以该案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
查。然而补查期限到期，侦查机关
出函称因本案微信交易记录已被
删除、证人王某未到案无法核证、
证人石某不配合调查等原因，以
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本案的犯罪事
实为由，决定对邓杰涉嫌贩卖毒
品案暂不移送审查起诉。

在这种情况下，办案检察官
立 即 申 请 召 开 本 部 门 的 检 察 官

联 席 会 议 。经 讨 论 ，该 院 认 为 应
要 求 侦 查 机 关 将 案 件 重 新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同 时 ，对 侦 查 机 关 未
如实记录、未积极补充侦查等行
为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并
建 议 办 案 检 察 官 对 该 案 展 开 自
行侦查。

于是，小陈带着书记员首先
对证人石某进行主证复核，她看
出石某因出于哥们儿义气而不愿
意配合调查，便耐心地向他宣传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终于让其
放下内心的顾虑，如实陈述了邓
杰贩卖毒品给杨某的事实。

随后，在检察机关有力地敦
促下，该案另一证人王某终于到
案。接着，办案检察官通过将案件
细节中的矛盾点进行详细罗列，
要求侦查机关据此进行讯问。经

过两次谈话，200 元性质也终于水
落石出，的确是杨某从王某处借
来用于购买毒品的毒资。

8 月 16 日，如皋市检察院以
被告人邓杰涉嫌贩卖毒品罪向如
皋市法院提起公诉。9 月 7 日，法
院对被告人邓杰贩卖毒品案开庭
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邓杰依旧
辩称自己无罪。

但 当 该 案 到 了 法 庭 辩 论 阶
段，由于公诉人针对被告人邓杰

“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收取的
400 元非毒资”等无罪辩解进行详
细举证、深入驳斥之后，邓杰知道
其辩解已毫无依据，遂选择了认
罪服法。最终，法院全部采纳检察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对
被告人邓杰构成贩卖毒品罪一案
当庭宣判。

承 办 检 察 官 小 陈 向 记 者 表
示，“对于自行侦查，我们还需要
不断地总结经验，尤其是在着力
提 升 自 行 侦 查 技 巧 和 能 力 的 同
时，必须平衡好自行侦查与退回
补充侦查之间的机制衔接，强化
与侦查机关的沟通配合，更好地
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

是贩卖还是白给，案件陷入迷局
江苏如皋：自行侦查让贩卖毒品案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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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鼎龙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高新区华
昊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冀 0391 民初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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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洛阳震豪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德泉石化有限公司、

洛阳煤电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朱春香、刘小伟、兀军
平、张科、俞文同：本院受理洛阳市西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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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303 民初 5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709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琨(男，汉族，1987年 8月 29日出生)、刘小静 (女，汉

族，1989年2月4日出生)：本院受理王苑诉你们以及王新宽、
王木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3 民初 2636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4月 5日受理申请人襄阳泽东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被盗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
码 40200052 20820922，票面金额 100 万元）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19日判决：宣告申请人襄阳泽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号码 40200052 20820922，金额 10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本院 2017 年 6 月 28 日受理申请人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0200053 26267057，金额 50 万元）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 9月 15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30200053 26267057，金额 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8月 1日受理申请人驻马店市开发区顺达

物资经营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号 31000051 24954861，金额 50万元）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判决：宣告申请人驻马店市开发区顺达物资经营部持有的号
码 31000051 24954861，金额 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惹支金曲：本院受理蔡俊隆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830 民初 31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郭仓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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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布娱阁：本院受理万朋飞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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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熊伟：本院受理曾令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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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张加国：常克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已
判决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36967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亢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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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职铭新：罗传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已判
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150000 元。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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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董保卫：本院受理冯巧灵诉你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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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亢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张书娟：本院受理曹花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的权
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次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

李美莲、陈慕森、陈权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汀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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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15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颜士广：本院受理毛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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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人民法院
郎玉青：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突泉县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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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人民法院

田庆友:本院受理张承洋诉你及王胜、黔南州交通建设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法律文书上网告
知书 . 监督卡 . 开庭传票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答辩
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5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缺席判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杨雪峰：本院受理王文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法（2017）黔 0330 民初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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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修贵：本院受理罗小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法（2017）黔 0330 民初 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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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程德忠、周招兵：本院受理冯文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2445 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周晶晶：本院受理刘飞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3694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王方波、王诚明、赵柱香：本院受理杨朝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4220 号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王诚明、赵柱香：本院受理杨朝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4221 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王利梅：本院受理张玉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20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限王利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张玉梅借款本金
70000.00元并给付利息 6000.00元，共计 76000.00元。受理费
1700元，由王利梅承担。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请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袁宇：本院受理袁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黔 0330 民初 24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
告袁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袁鑫借款本金及利息
共计人民币 15.9万元；驳回袁鑫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 4496
元由袁宇承担。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
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冯兴昌、石广芬：本院受理罗甸乐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黔 2728 民初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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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林贤芳、夏忠菊：本院受理蔡大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333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一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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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宋锡群：本院受理宋国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300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一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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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曾光友：本院受理郑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黔2725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一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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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宋泽飞：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黔2725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第一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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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何永友：本院受理丰都县鸿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民初 1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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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重庆顺鼎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丰都县分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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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陈鸣建：本院受理蒋昌文诉你、许家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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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孙华林：本院受理吴双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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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丰都县三峡食品厂：本院受理谭桥钟、李帛星诉被告丰
都县三峡食品厂、付敬柏、重庆哥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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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名山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福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重庆硕
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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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名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朴吉顺：本院受理汤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 0523 民初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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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郭红玉：本院受理杨竣斐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吉 0523 民初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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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李广军：本院受理阎宏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吉 0523 民初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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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张海波：本院受理张红娜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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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逾
期将缺席审理。 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

詹建华：本院受理赵国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18年 1月 30日 8：30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郭智亮、郭智光：本院受理胡东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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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值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杨荷燕：本院受理杨淇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鉴定卡、五个严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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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 定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 9 时在第二法庭（邦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杨裕啟：本院受理贵州省天柱县邦洞镇三团村水口组诉你
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廉政鉴定卡、五个严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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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 2018年 2月 1日 9时在第二法庭（邦洞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苟江红：本院受理杜瑞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2 民初 2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花秋法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周小勇:本院受理覃伟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2 民初 23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则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雷晓艳:本院受理覃伟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2 民初 23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则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何娟:本院受理覃伟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黔 0322 民初 23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则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杨晓容:本院受理覃伟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2 民初 23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以收到判决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则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林梦虹、福建润泰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润泰进出口有限
公司、魏德旺、陈杰、魏德斌：原告创金天地投资有限公司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重新制定举证
期限通知书、（2017）闽 07民辖终 85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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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陈旭东、游艺云、福建惠邦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余贤与许
同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余贤已将对陈旭东、游艺云、
福建惠邦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根据（2014）芗民初字 1302 号
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全部债权（借款本金 200万元，从 2014年 3
月 25日起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
迟延履行金，被执行人陈旭东应承担的诉讼费 15760元）全部
转让给许同明。你们应直接向许同明清偿上述债务。许同
明作为上述债务的受让人，要求你们自公告之日向许同明履
行（2014）芗民初字 130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上述还款义务。

公告人:余贤 许同明
（2017）浙0381破15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丰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博丰公司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
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7年 11月 7日裁定受理博丰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2017 年 11 月 9 日本院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博丰公司管理人。博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福路 28 号（瑞安日报社旁）；邮编
325200；联系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博丰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12月 19日 14
时在本院 1406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博丰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李 娜

据媒体报道，2016 年 11 月 3 日
凌晨，来自山东青岛的女留学生江歌
在东京都中野车站接回同住的女友
刘鑫时，在公寓楼门口遇到刘鑫的前
男友，双方发生了争吵，继而遭到该
名男子杀害。近日，一段江歌母亲和
刘鑫见面的视频，让该案重回公众视
野。而近年来，在新西兰、美国等地，

华人遭遇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引发了
一系列关于域外刑事案件管辖权的
追问。国际条约及我国法律对此类案
件管辖权有何规定？记者通过梳理相
关法条，逐一进行回应。

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的相关规
定，一国公民在他国发生刑事犯
罪，应按照犯罪发生地国法律优先
的原则进行处理，即犯罪发生地所
在国具有优先管辖权。以江歌案为
例，该案发生在日本，即使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同为中国人，
也会根据属地原则，依据日本的刑
事法律对其行为进行审判。属地原
则，也因此被称为域外犯罪选择适

用管辖的“黄金原则”。因此，华人
在国外遭遇犯罪分子侵害时，应该
及时报警，向当地司法机关陈述犯
罪事实，依据当地法律使罪犯受到
应有惩处。

“华人犯罪，中国法律还能否
对其进行追责？”针对不少网友的
进一步追问，法律上也有明确规
定。依据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
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
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
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
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就江
歌案件而言，刘鑫的前男友如果在

日本受到刑事处罚后，我国司法机
关仍可依法对其享有追诉权。

但追诉权行使的一个充要条件
是：犯罪嫌疑人回到中国。只有犯罪
嫌疑人本人在国内，才能适用刑法
第十条的规定。依据最高法《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八条规定：由其入境地或者
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
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可由被害人
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具
体到该案，如果刘鑫的前男友回到
中国，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则由其
入境地或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
管辖，也可以由被害人江歌离境前

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在境外犯罪，不能被引渡回

中国受审吗？”在看了江歌母亲和
刘鑫见面的视频后，不少网友提出
了引渡的话题。如果犯罪嫌疑人在
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属国被审判前
回到国内，则可以直接适用我国刑
法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时，不
论我国是否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引
渡协议，只要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国
籍，就不会被引渡，这就是“本国人
不引渡”原则。反之，如果犯罪嫌疑
人在国外，则不论双方是否签署引
渡的双边协定，都应该优先适用属
地原则。

江歌案：关于境外犯罪管辖的追问
根据属地原则，日本对江歌案有优先管辖权，但我国司法机关对嫌疑人仍享有追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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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拒绝“中年油腻”的理由
来源：检察日报
你，中枪了吗？

南小检的三连击
来源：南充检察
这一次小编要给大家

奉上极具检察特色的三连
表情包！

湘桥检察大片来袭
来源：湘桥检察
湘桥检察文化建设宣

传片，精彩视频不容错过！

□王心禾

11 月 11 日央视曝光了丽江古城“风花雪
月连锁客栈（初见店）”和“亲的客栈·丽江水
墨印象店”两家客栈的美团电商业务存在“刷
单炒信、自己写好评、差评随意删”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其中就客人反映有蚊子一事，客
栈人员表示“这（蚊子）是我们养的宠物，熏死
了要赔的，100 块钱一只”引发热议。12 日，
丽江古城区官方发布通告，称当地已成立联
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12 日晚，丽江市政
府通过官微称，两家涉事客栈已由古城区正
式立案，并根据初步调查取证情况，对其发出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责令其停业整顿、配
合接受调查。

丽江古城再成热点，是大家都不愿意看
到的。这个美丽的地方，三番五次爆出与美
丽无关的负面新闻，让人叹息不止。这次事
件性质，被官方认定为“涉嫌通过电商平台
进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
并拟进行行政处罚。从表面上看，此事因无
良 商 家 而 起 ：客 栈 无 视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的 义
务，以欺骗、误导方式坑损游客。对此严肃
处理，于法于情都不为过。

然而，此事影响恐怕不会到此为止。对
游客来说，旅游不仅为追寻人文古迹和自然
美景，更讲究眼见为实、身心愉悦。花重金
做广告的效果毕竟有限，而到此一游的游客
一句好评却能口口相传，让丽江客源不断。
这个好评，一定不是刷出来的。刷单造假做
法的曝光，无疑会毁损游客对丽江古城的美
好向往。

以个别不法商家全盘否定丽江古城安
守本分、规范经营的商家，未免有失公平，然
而，这就是印象的力量，对旅游景区更是如
此。这也是国家旅游局在全国推行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评定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
规范景区管理，同时也向游客提供景区质量
参考。2011 年，丽江古城被国家旅游局授予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称号，至今仍保有 5A 级
标牌。5A 级为中国旅游景区的最高等级，
代表着中国世界级精品的旅游景区水平。

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简
称管理办法）规定，参评的旅游景区是指可
接待旅游者，具有观赏游憩、文化娱乐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
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且具有相对完整管理系统的游览
区。两家涉事客栈正是地处景区之内、专为游客提供游憩之场
所，理应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质量标准，提
供 5A 级服务，规范待客。

如果再将此事放在丽江古城景区两次被严重警告，且目前第二
次严重警告处分尚未被撤销的背景下考量，更值得有关部门严肃对
待。2015年 10月，国家旅游局对丽江古城景区处以严重警告处分，
直到 11个月后该处分才被撤销。2017年 2月，国家旅游局再次对其
严重警告，整改限期 6个月。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旅游景区被处以
签发警告通知书后，整改期满仍未达标的，将给予降低或取消等级
处理。为此，3月 10日丽江市政府发布《丽江古城 5A 级景区整改工
作方案》，其中针对“游客投诉率长期居高不下”采取包括“加强景区
经营户、从业人员文明服务意识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经营户、从业
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善待每位游客，维护古城形象”的整改措施。如
今 6 个月整改期已满，国家旅游
局 尚 未 下 发 整 改 验 收 后 的 决
定。当此之际，管理者只有严惩
害群之马，狠抓服务质量，赢回
游客，除此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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