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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不捕案件要有后续监督机制
!

李 雅

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将

不批准逮捕区分为三种情形"因不构

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的! 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存疑不捕的!以及构成犯罪

但无社会危险性而不批准逮捕的$为

依法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笔者仅就

存疑不捕情形作些探讨!就相关工作

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建立不捕存疑案件及时报备机

制!一是强制措施适用%变更情况报

备&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存疑

不批捕案件!应当在收到不捕决定书

!"

小时之内将犯罪嫌疑人释放!并于

释放后三日内将释放%是否变更强制

措施及变更强制措施的类型报备检

察机关& 二是补充侦查情况报备&案

件存疑不捕后应按检察机关列举的

补充侦查意见进行补充侦查!符合逮

捕条件的!重新报捕'如不能完成补

充侦查要求的!在履行了经批准或决

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手续后!公安

机关应在不捕决定作出后二个月届

满前七日向检察机关报备!后每两个

月期限届满前十日向检察机关报备&

三是案件处理意见报备&案件存疑不

捕后公安机关作出最终处理结果!如

直接移送审查起诉% 撤销案件的!在

决定作出三日内报备检察机关&

建立不捕存疑案件同步审查机

制!案件存疑不捕后!对公安机关未

及时释放%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机

关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监督公安

机关执行&如公安机关对案件的基本

事实已补充侦查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符合逮捕条件或者发现新的证据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建议公安机

关重新报捕!如符合非羁押诉讼条件

的! 建议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审查起

诉&对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无法认定

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行为的!依照(疑

罪从无)原则!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

件或者作其他处理$

建立存疑不捕案件内部监督机

制!一是动态跟踪制度$由承办人对个

案跟踪!并由内勤建立存疑不捕案件

跟踪监督台账!案件进展情况由承办

人及时通知内勤!内勤则定期督促承

办人履行监督职责!从而加强案件监

督的及时跟踪%督促$二是建立风险评

估机制$及时对存疑不捕案件进行风

险评估!制定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对可

能引发信访的案件!做好释法说理工

作!同时可引入公开听证%人民监督员

评议程序$三是建立内部之间强化沟

通衔接机制$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

门建立(信息报备)制度!侦查监督部

门在作出存疑不捕决定的同时!将补

充侦查意见报备公诉部门!在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时!公诉部门对照补充侦

查意见认真核对!避免公安机关补充

侦查不到位$与控告申诉部门建立案

件信息风险评估制度!共同制定风险

预案%对策!消除因不捕引起的不良影

响$与反贪%反渎部门建立线索移交制

度!使侦查监督和查办职务犯罪形成

良性互动机制$

建立及时介入侦查机制!根据公

安机关报备情况!主动介入或者由公

安机关邀请介入引导侦查!最大限度

地实现动态监督$此外!与公安机关

商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对存疑

不捕案件的个案%类案%侦查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共同促进执

法规范!增强监督实效$

建立完善的监督执行机制!通过

与公安机关会签文件的形式!对存疑

不捕案件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作出

规定!一方面使监督有据可依!另一方

面使监督日常化%规范化!便于操作!

防止出现随意监督%随意处理的情形$

建立监督调查处理机制! 对于

监督中发现怠于补充侦查% 随意变

更强制措施等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

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及时启动

监督调查程序!视情节移交反贪%反

渎部门进行查处$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市襄城

县人民检察院$

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参谋助手
!

海南省检察院党组纪检组

为推进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 海南省检察机关纪

检监察部门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

明确监督职责!聚焦监督主业!认真

贯彻党组决策部署! 履行好监督检

查%纠风治理%廉政教育等职责!及

时向党组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

建议!当好参谋助手$

加强对领导干部% 执法办案和

八小时以外行为的监督! 反腐败必

须强化监督%管住权力$一是突出抓

好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监督$从

严治检!首先要从严治长$严格落实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派员参加下级

检察院党组民主生活会% 个人重大

事项报告等制度! 不断加强对领导

干部尤其是检察长的日常管理和监

督$ 二是突出抓好对执法办案活动

的监督$ 执法办案既是检察机关的

中心工作! 也是检察人员违纪违法

问题易发多发领域$ 要进一步完善

对执法办案重点环节加强内部监督

的规定!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执

法办案说情报告% 重点岗位轮岗交

流%对过错人员诫勉谈话等制度!积

极探索与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

适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三是突出抓

好对检察人员(八小时以外)行为的

监督$ 违纪违法行为多始于监督相

对缺乏的(八小时以外)!要将检察

人员(八小时以外)行为纳入监督视

野$加大对执行*检察人员八小时外

行为禁令+*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的若干规定+ 等制度的监

督力度&为落实以上制度!海南省检

察院狠抓 *关于规范检察官与律师

交往行为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执

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防止说情等干

扰的若干规定+的执行和落实!最大

限度地减少权力出轨# 个人寻租的

机会& 要求检察人员在管好自己的

同时!也要管好配偶#子女!不得利

用检察人员身份或职务上的便利参

与配偶#子女的营利性活动&

抓好检察机关纪律作风建设!

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落实 (两个责

任)的切入点!坚持问题导向!建立

健全防范和解决作风问题的长效机

制&一是在强化作风建设上下功夫&

以深化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为契机! 坚决纠正检察机

关在(四风)和执法司法作风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始终盯住自身问题!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整治!重

点对照检查执法办案#遵纪守法#廉

洁自律#履职履责四个方面!找准找

全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原因!

提出有效的具体整改措施! 促使每

一名检察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

受到震动!行为受到约束&二是在强

化纪律约束上下功夫& 从严治检必

须防止(破窗效应)!严明纪律从严

执纪&要认真贯彻上级检察院部署!

认真落实班子管理#队伍管理#案件

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要求& 抓好领

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个人

事项报告# 外出事前报告等制度的

执行& 尤其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不仅单位的重大部署#重大事项

和重要情况要主动及时向党委和上

级检察院请示报告! 有关个人的重

大事项也要及时向组织报告& 加大

对制度执行情况的检务督察#专项

检查! 将执行制度情况纳入领导干

部述职述廉#报告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是抓好经常性的廉政教育& 把廉

政教育列入检察机关干部教育培训

的必修课!认真落实廉政谈话#述职

述廉等制度&加强警示教育!运用身

边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引导检察

人员始终坚守职业良知和法治底

线!自觉践行检察职业道德!遵守检

察工作纪律&

坚决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

件!落实从严治检要求!始终保持惩

治自身腐败的高压态势! 坚决防止

(灯下黑)!形成有力震慑&一是坚持

有案必查&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

自身腐败! 对违纪违法人员发现一

个查处一个!决不听之任之#姑息迁

就&对上级检察院交办#实名举报#

网上炒作的案件要优先办理! 及时

反馈& 建立健全举报干警线索向省

检察院备案制度! 确保线索受理和

查处工作严格规范&二是区别对待!

注重效果& 对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

件!从严处理&综合运用多种惩戒措

施!对情节轻微#达不到党纪政纪处

分的! 也要视情况分别予以口头批

评#诫勉谈话!或者责成相关人员检

讨悔过!起到教育挽救的作用&三是

坚决保护秉公执法的检察人员&对

举报反映问题失实的! 以适当方式

及时说明和澄清!消除不良影响&四

是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违纪违法问

题的发生& 对检察队伍中的一些倾

向性#苗头性问题!早教育#早提醒#

早查处#早纠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对民营企业人员渎职行为也要立法跟进
!

李忠诚

在司法实践中! 经常出现民营

企业的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行为造成民营企业财

产损失的情况&如某民营企业的项目

经理在工程管理中高价租赁某公司

的模板!但使用后未及时归还造成该

模板丢失!最后法院判令该民营企业

按照双方事先签订的模板租赁合同

所约定的高出市场模板价格的两倍

进行赔偿&民营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而该项目经理却难以被依法问责&目

前!如何用刑法对民营企业职业经理

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渎职行为进行惩

治和预防!是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的重大课题&

同样情况类似后果却难

以追责

众所周知!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的管理方式由传统看摊守业#自我经

营方式向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

现代管理方式转变& 在这一变革中!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破解了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的难题!职业经理人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同企业资本结合形成

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增添了

活力!带来了效益&但是!在市场经济

大潮中! 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风浪#

暗礁的考验!有的职业经理人利用职

务便利为亲友非法牟利!如将本单位

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

营'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

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

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向自己

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

商品等& 这些行为人如果是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则可

依照刑法第
#$$

条的规定构成为亲

友非法牟利罪!但对民营企业中有类

似行为的职业经理人却难以依法治

罪& 同样!刑法第
#$%

条规定的(非

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国有公司"企业

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

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

企业同类的营业# 获取非法利益#数

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对民营企业中的职业

经理人也没有相应的刑法约束&

此外! 民营企业中的职业经理

人也有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情

况&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企业利

益受损而他人获利! 其没有将利益

据为己有! 也无法证明其与获利者

有侵吞企业财产的共同故意! 则不

能以侵占罪或其他罪名追究其刑事

责任&但是!同样的情况!如果是国

家的财产遭受损失! 玩忽职守或者

滥用职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要

承担刑法第
&'(

条规定的玩忽职守

罪或者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

为了严密法网!防止行使国家权

力而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

员给国家造成损失后逃避法律制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

的解释+明确了即使不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但属于(三种授权人员)都可

以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即法定授权"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

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如证监会#银监会的工作人员'委托

授权"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

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岗位授权"虽未列入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如果是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

用职权给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造成损失!则要依照刑法第
#$)

条的

规定!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同样的情况!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要承担渎职罪的后果! 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相关人员要承担失职

罪#滥用职权罪的后果!而对于民营企

业中的职业经理人和直接责任人!因无

相关规定而无法让其承担类似后果&

三大原因应引起重视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笔者认

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立法的滞后性 % 我国刑法是

#'('

年制定的! 并于
#''(

年作出

重大修改&而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

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 民营企业的活力还没有充分显

现! 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民营企业的

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这是立法

者难以预测的& 尽管后来刑法经过

多次修改!但仍没有对民营企业管

理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行为

进行刑事法律规制&

过分依赖民营企业自身的约束

机制%传统观念认为!民营企业就是

家族企业!对其管理是自己家的事!

管理人员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雇

佣关系! 干不好就解雇! 方式很简

单!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管理人员滥用手中权力导致重大损

失已不是私营企业业主以解雇了事

那么简单! 内部约束机制面对日益

庞大的企业规模和复杂的管理模式

可能已经无能为力&

仅注重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实

践中!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管

理者一旦产生矛盾! 往往注重通过

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而忽略刑事法

律的规制作用&

完善立法乃当务之急

确立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市

场主体的平等保护! 不仅体现在民

事法律领域! 还应体现在刑事法律

领域!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

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完善刑事立法是重要前提%应

当在刑法中增加公司#企业#单位人

员失职罪!公司#企业#单位人员滥

用职权罪!公司#企业人员非法经营

同类营业罪!公司#企业人员为亲友

非法牟利罪! 从而体现立法的科学

性#及时性和全面性&

总之! 立法机关应根据客观形

势变化!不断修改法律法规!同时加

强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

"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

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虚假仲裁民事救济途径有三
!

张 宇

仲裁制度以其自治性"高效性"保密性"一裁终局等

优势受到人们的青睐%但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仲裁

制度经常被虚假仲裁者利用# 恶意串通仲裁损害案外人

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这不仅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也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笔者建议#从三方面完善虚假仲裁

的民事救济途径%

建立虚假仲裁识别机制! 仲裁机构应从受理环节

开始#加强警示识别工作%如在立案"接待窗口的醒目

位置设立禁止虚假仲裁的警示# 印发打击虚假仲裁法

律宣传手册#告知仲裁当事人虚假仲裁的后果#引导其

诚信仲裁%同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法院和仲裁机

构之间实现案件信息共享# 协调相关部门对仲裁机构

信息查询方面予以配合和支持%在审理仲裁案件时#仲

裁庭应注意审查因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强化而可能带

来的瑕疵和纰漏%

建立案外人听取评判机制!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发

现有虚假仲裁嫌疑时# 应主动依职权将案件的有关情况

通报给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有权提出主张#陈述事实与理

由% 仲裁庭应向当事人宣示案外人所持主张及所提供的

证据#要求当事人对此发表意见并举证%仲裁庭在综合案

情的基础上#对案外人的主张进行评判#认为案外人主张

成立的#应驳回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这种评判机制既有利

于仲裁庭全面准确地查明案情#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也

有利于维持仲裁的自治性"保密性"高效性%

建立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机制!案外人撤销仲

裁裁决之诉是指案外人认为生效仲裁裁决侵害了其合

法利益#从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仲裁裁决%案

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应以案外人为原告#原仲裁当事

人为共同被告#起诉审查的内容应仅限于审查当事人是

否适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至于管辖法院#因目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是由中级

法院管辖#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的管辖法院也应为

中级法院% 案外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属于实体争议#适

用普通诉讼程序%如案外人对一审不服#可以提出上诉#

给予其救济机会%总之#该机制对案外人而言#提供了有

力的救济途径$对当事人而言#能有效遏制当事人的恶

意串通%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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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利导应对涉检网络舆情

!

韩世国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既使信息高速流动

也带来网络舆情%如何提升敏锐发现"捕捉"引导"处置

的能力#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是检察机关需要面对的问

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建立舆情预警预报机制和同步启动机制! 为应对网

络舆情#事先应建立应急处置预案以及上下级沟通机制#

做到信息共享#各司其职#形成处置合力%还要建立同步

启动机制#及时回应舆情关切#准确披露案情#控制关键

信息源%同时#强化释法说理答疑解惑#抢占舆论制高点#

赢得舆论主导权%

建立网上研判%信息发布和沟通机制!可采用检

察新闻发言人制度或检察信息通报制度#确保公众有

顺畅的渠道了解检务信息和执法办案工作情况 %同

时#建立内部网上舆情分析与研判机构#由专业人员

组成网上舆论导向实时评判机构#根据社会关注的焦

点问题#研究判断网上舆情对执法办案及队伍管理的

评价和反映#并定期向相关领导提供舆情检测报告%

建立舆情引导和应对机制!首先#以检察信息网为

平台#引导舆论发展方向%检察信息网在保障国家秘密

和案件秘密的前提下# 应尽可能公布真实客观的检察

动态%其次#建立网上舆论答疑机制%围绕检察工作客

观实际#通过检察信息网#或在权威网络上开辟检察论

坛等方式#针对社会质疑一一答复%第三#建立问责评

估机制%对于执法办案中存在的不足"瑕疵甚至错案#

该依法纠正的要坚决纠正#该问责的要依法依规问责%

因势利导&规范执法到位!规范执法是从根本上防范

负面舆情的关键% 对网民反映情况属实或有一定根据的

批评性舆情#应及时向干警通报舆情情况#集中分析其中

暴露出的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对干警进行重点教育整改#

做到及时纠错"公开答复%对于反映情况失实或存在蛊惑

中伤情形的#应通过正当途径公开辟谣%对于不当炒作"

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事件的# 要依靠党委和上级检察院

的领导#依法妥善处置%

,

作者为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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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夜茹#本院受理高国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聪华#本院受理黄沿海与林中兴#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之日起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及证据!逾期依法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杜丕炼#本院受理蔡同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
供的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
日起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及证据!逾期依法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维平#本院受理戴万源#欧丽珠与你#许淑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许斌斌#本院受理赵梅秀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
供的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
日起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你应于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及证据!逾期依法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洪亮# 本院受理简溪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侯天泽#本院受理许彩珠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
据#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兰人义%陈香珠#本院受理叶东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漳州市锦山饲料有限公司%沈金池#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芗城支行与你们# 漳州市鸿发物流有限公司#

漳州市腾德石化有限公司#沈美娟#陈坤明#沈俊华#陈龙国#陈素
玲#陈少军#蔡碰珍#郑利群#林景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芝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程燕清%赵培亮#本院受理郑德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潭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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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范鑫福#本院受理曹丽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范鑫福#本院受理汤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罗闽生%陈成忠#本院受理福建省建阳市鑫华龙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潭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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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陈寅# 本院受理季加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潭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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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庄方炫#本院受理陈创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严水玉#本院受理陈创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张辉#本院受理建瓯市定高果蔬专业合作社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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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华%唐育强#本院受理林财贤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集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灌口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厦门德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何麒#本院受理吴斌权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集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灌口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厦门德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何麒#本院受理许清松与你们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集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灌口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厦门德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革委与你司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集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灌口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庄素卿#本院受理曾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办
案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灌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杨永智#本院受理文庆花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定于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隆昌县金鹅镇五星村
.3

组的彭选证%叶祥聪#本院受理刘怡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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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和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家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龙红燕#本院受理李鲜胜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杨金枝#本院受理鞠瑞东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磴渡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

赖国炳#本院受理李艳玲诉你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章民四初字第
!#%)

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
案起诉状副本#应诉及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乡镇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王锋理#本院受理赵洁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龙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龙湘花#本院受理张春林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永清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张占佳#本院受理孙春雨申请执行,

!*#"

-阜民二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

张占佳#本院受理孙春雨申请执行,

!*#"

-阜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五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
谭亮#本院受理易志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湘法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鹰潭市天翔贸易有限公司%陈强%尚伦飞%周碧兰%林新荣%周
爱玲%周博康#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市分行与
你方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鹰潭市神州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周碧辉%周萍%林秋生%

林美金%周碧兰%林新荣#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
市分行与你方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鹰潭市正德贸易有限公司%林文峰%陈强%尚伦飞%周碧兰%林
新荣#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市分行与被告你
方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军兽用医疗器械批发部因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票号
#*"***%!!!$*'&$&

!金额人民币
&*

万元!出票人湖南华菱涟
源钢铁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中国银行涟钢支行!收款人涟源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 到期日
!*#%

年
!

月
(

日-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娄底市升星煤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桂香#原告罗静诉你
公司#梁伦光买卖合同纠纷两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审判庭成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

!*#"

-娄星民二初字第
%!)

#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杜春生%巢玉兰#本院受理赵素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杜春生# 本院受理郑仁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阳军#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王斌#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李平#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陈田#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李陈# 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陈章金#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杨华#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陈才运#本院受理安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民分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镇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陈志荣# 本院受理张亚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丰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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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付丽琴%朱山元#本院受理曾子教#曾利平诉被告朱山元#涟源市湄
江镇新旺煤矿#朱本尧#付丽琴#朱尚元#龙开庆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娄星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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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氏卯#本院受理闭祖民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离婚案件损害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陆俊翰#本院受理高吉西#农会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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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陆俊翰#本院受理高吉西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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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陆俊翰#本院受理洪明县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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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陆俊翰#本院受理蒙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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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陆俊翰#本院受理周氏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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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麟字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胜峰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达拉特旗胜达石油运输有限公司%王瑞%鲁琴%徐继萍%王光%张志国%丁
杰%毛海峰#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准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