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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检察机关积极运用检察权维护社会公益指引了方向。那么，检察机关如何在
实践中积极尝试和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本期刊发三篇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从生态环境入手探索提起公益诉讼
!

王彬辉

!"#$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将从生态环境领域入手!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然而!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存在

立案难#取证难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

些问题! 才能确保检察机关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工作的有效开展"

检察机关起诉权需要法律明确

当前! 依靠司法手段解决环境污

染纠纷越来越受到重视" 民事诉讼法

第
$$

条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

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环境保

护法第
$%

条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只赋予了

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

条也仅规定检察机关#负有

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

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依据民事诉

讼法第
#$

条的规定!可以通过法律咨

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

式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然而!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社会组

织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缺乏!导致其

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困

难"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

表! 由其行使环境公益诉权! 是以公

权力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的社会需

要 "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 ! 我国

!&&&

年至
!&#'

年环境诉讼案件总计

(&

起! 其中近
#)'

是由检察机关作为

原告提起诉讼! 这说明赋予检察机关

提起环境公益诉权有现实需要" 因此!

笔者认为! 法律应明确授权检察机关

在利害关系人起诉不能# 适格主体怠

于起诉的情况下可提起环境民事和行

政公益诉讼! 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多

元启动模式"

推动形成跨行政区划的环

境检察司法体系

&重经济!轻环境'的思想在当下

各地发展建设工作中依然严重" 为了

保护本地的经济发展! 一些地方政府

及其主管部门对当地企业存在严重的

&地方保护主义'"此外!水#空气等环

境因素具有流动性! 而我国环境监管

体制却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 行政权

力配置与生态系统相割裂! 导致跨行

政区划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着力推动形成

跨行政区划的环境检察司法体系!使

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体制上摆脱地方政

府的控制和影响! 不受干扰地对环境

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从而有

效地遏制严重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违

法行为"

环境检察机构专门化

由于环境问题涉及高科技特点!

使环境法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法律的

技术性特征" 如对环境污染因果关系

的认定# 环境品质设定# 环境影响评

估# 环境改善的认定等都需要有环境

保护相关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来判

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

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

化((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 法学

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 法官# 检察

官制度'" 这为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独

立的环境检察机构! 配备相应的具有

法律及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提供

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实践中! 贵州省

贵阳市检察院等地设立环境检察机构

专门化的探索与实践证明! 设立专门

性环境检察机构可以整合人才资源!

发挥人才的比较优势! 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而最高人民法院于
!&#*

年
+

月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后! 地方法院

也陆续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 为了

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有效对接! 避免公

诉#民行检察等业务部门多头衔接!设

立专门性的环境检察机构已成为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需要"

设立诉讼前置程序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目

前主要由民行检察部门承担 ! 民事

行政监督案件涉及领域广 # 案多人

少矛盾突出 ! 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工

作在人力 # 精力上捉襟见肘 " 通过

设立诉讼前置程序可以有效解决案

多人少的难题 " 检察机关在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前 ! 通知企业 # 行政机

关自行纠正违法 " 对有明确的起诉

主体但怠于行使诉权的! 检察机关应

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督促其起诉!

这也是实践中检察机关最常用的模

式" 要优先鼓励个人及社会组织积极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只有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 以及个人# 社会组织不愿#

不敢# 无力起诉时! 检察机关才应提

起公益诉讼"

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职权

侵权责任法第
((

条规定!因污染

环境发生纠纷! 污染者就法律规定的

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

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

举证责任" 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仍需承担污染者存在污染行为以

及污染损害后果的举证责任"可是!目

前检察机关基于诉讼监督权所拥有的

调查取证权#调卷权#询问权等权力在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能否使用! 检察

机关收集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等问题

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而司法实践

中!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调查!依据

的大多是地方规范性文件"比如!江苏

省无锡市
!&&%

年$关于在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具有环保行政职能的部门向

检察机关提供证据的意见%规定!检察

机关可向有关环保机关发出 $协助提

供证据材料通知书%!调取有关证据材

料等" 显然! 这类文件的法律效力层

级较低! 约束性不强" 而公益诉讼调

查权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基础! 所以! 笔者认为应该在民事诉

讼法# 行政诉讼法中赋予检察机关享

有一定范围的公益诉讼调查权! 使检

察机关能够获得环境损害的第一手证

据! 并进一步实现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原# 被告双方诉讼力量的均衡! 有效

弥补行政取证手段的不足" 当然! 基

于辩论原则! 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材

料必须经过法庭审理和双方质证后!

方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建立专门的环境损害评估

鉴定机构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专业性和技术

性! 检察机关在事实认定和证据收集

等方面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做支撑"

如污染物的性质# 污染范围# 污染程

度! 以及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具体金

额! 都需要由具备评估能力和司法鉴

定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

鉴定文书作为证据! 才能最终成为法

院的判定依据" 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鉴定是一项多学科 # 综合性和技术

性很强的工作 ! 目前我国缺乏这类

专业化的 # 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鉴定

机构! 也没有规范的评估标准体系"

正是由于司法鉴定存在的困难 ! 实

践中检察机关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仅

局限在 &排除妨碍 ' 层面上 ! 或者

由于证据不足 ! 不得不接受调解结

案" 只有建立专门的环境损害评估鉴

定机构! 规范鉴定评估行为! 完善鉴

定标准# 程序及收费标准! 才能突破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难题! 推动环境公

益诉讼走上正轨"

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诉讼成

本难题也让其举步维艰"目前!无锡#

昆明# 贵阳等地将环境修复资金和服

务功能损失等款项缴入专户或基金进

行管理! 主要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

环境"同时!还支付提起其他环境公益

诉讼的原告在诉讼中所需的调查取

证#专家咨询#环境监测#鉴定评估等必

要费用"可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

资金是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高成本难题

的有效途径"因此!制定检察机关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办法! 设立专

项资金管理办公室! 规范专项资金申

请#拨付程序#批准权限#监督机制等!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是保证专项资金

良性运转的有效保障"

与环保部门建立环境保护

协作机制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

政部门在专业技术# 设备等方面具有

优势! 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主要力

量"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对受

理的涉及侵害环境公益的民事# 行政

案件材料或线索! 应先向环境保护部

门初步核查! 后者及时审查并将结果

告知检察机关! 这可以避免检察机关

不必要的诉讼" 在公益诉讼案件审理

过程中! 环境保护部门可以向检察机

关提供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以及

相关政策的规定! 协助收集与诉讼相

关的环境监测#化验#鉴定#评估等资

料或数据! 帮助检察机关查明案件事

实"然而!目前除最高法#最高检联合

发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强化了环

境监管执法与环境犯罪刑事司法衔接

外! 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部门就环境

公益诉讼尚未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

因此! 检察机关应与环境保护部门建

立环境保护协作机制! 充分发挥联席

会议#案件咨询#协助调查等机制的作

用! 以提高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效率"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在公益诉讼中
如何有所作为

!

丁艳敏

近年来! 检察机关尝试办理了

一批公益诉讼案件! 但是在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公益诉讼案件

的范围不明确! 缺少具体的制度设

计"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身是

非常抽象的概念!它在不断发展!甚

至在不断地扩张% 司法实践中!检察

机关可以参与哪些类型的环境污染

案件!以及如何参与等都不明确" 这

需要在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内容等方

面形成规范的制度" 二是公益诉讼

维权难度大"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

阻挠! 办案力量和专业人才缺乏等

因素! 公益诉讼案件在实践中存在

立案难& 取证难& 诉讼周期长等问

题!导致很多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三

是污染企业的担责方式有待规范 "

对于污染企业的侵权行为! 检察机

关可以提出哪些诉讼请求也引发诸

多争议!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做法"

鉴于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建议完善立法$ 明确公益

诉讼的范围和内容% 在设计公益诉

讼的具体制度时! 很多因素需要考

虑" 比如!检察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关

系(在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时!检

察机关能否给予帮助和支持( 原告

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限等% 公

益诉讼有其特殊性! 既不宜全部照

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更不能

由法院和承办法官随意选择适用%

二是鉴于公益诉讼难度大 $应

当加大业务指导力度% 建议地市级

检察院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部

门负责公益诉讼案件 !并指导基层

检察院查办此类案件% 对一些有重

大影响 &社会影响反映强烈的环境

污染案件 !可以由上级检察院直接

提起诉讼 ! 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 %

上级检察院也可以在检察机关内

部开展公益诉讼典型案件的交流 !

以此提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能

力% 对于公益诉讼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 !可以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提

供帮助%

三是建议设立公益诉讼专项资

金% 对于公益诉讼专项资金!检察机

关应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进一

步规范申请&批准 &使用 &监督等程

序!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做到专

款专用 ! 避免专项资金被挤占 &挪

用! 保障专项资金的正常运转% 同

时!还可设立公益诉讼举报基金!奖

励举报有功人员%

四是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有权

对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实

施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

中发现环境保护执法部门存在违法

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

时!可以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

检察机关经依法督促后! 环境保护

执法部门仍不予纠正的! 检察机关

可以向同级党委通报相关情况% 对

于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 且符

合公益诉讼特点的案件! 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时! 环境保护执法部

门有协助诉讼的义务%

"作者单位!河南省修武县人民

检察院&

限制与激励：参与公益诉讼的两个维度
!

谢小剑 苏 艺

出于在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强化

检察职能与防止权力滥用等不同价值取

向之间寻求平衡! 限制与激励应当成为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两个维度"

限定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

和范围

确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的条件和范围% 法律应明确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是起诉

机制受阻" 起诉机制受阻主要有三种

情况)一是当事人不敢起诉!比如需要

巨额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法承受*二是

当事人基于损公肥私而不愿起诉*三

是当事人不能起诉!如精神病人等"在

此基础上! 还应适当限制检察机关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根据我

国法律规定并借鉴国外有关规定!笔

者认为
,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的案件可限定为以下几种)

-.

重大的

反垄断# 反倾销# 反不正当竞争的案

件"

!.

重大的环境保护案件和重大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案件"

'.

民事主体

双方相互串通# 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或破坏公共秩序的案件"

*.

对伦理有

重大社会影响的婚姻# 扶养案件"

$.

重

大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

(.

其他应由检

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

建立一定的前置程序是必要的%

在美国!公民就环境保护起诉前
(&

天

必须将起诉通知告知联邦环保局#违

法行为所在州和违法者本人"这
(&

天

通告期被看作是给联邦环保局的机

会!使其在公民起诉前采取行动"我国

应同样采取类似措施"一方面!要求检

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 须采

取一定的措施!寻找受害者!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其起诉"另一方面!需考虑国

家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衡机制! 规定

检察机关在起诉前向有关行政部门提

出检察建议!要求其行使职能!这是检

察机关起诉的必经程序" 由于行政机

关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行政机

关如果立即采取行动! 及时制止违法

行为! 可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

或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还应进

一步规定接受检察建议的受害者#行

政部门在一定期间内作出答复! 如不

予答复或答复不符合法律要求! 或拒

绝履行职责的! 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这样可防止检察

机关滥用民事公益诉权"

赋予公民&社会团体公益诉讼权%

出于防止公权对私权领域的扩张以及

对民事公益诉权的滥用! 检察机关必

须同时依靠普通公民# 社会团体对国

家公共职能实施监督和对侵害民事公

益的不法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

作为检察机关对民事公益诉权的制约

和补充"这里的公民#社会团体不包括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于影响大#

涉及面广! 检察机关面临着巨大的败

诉风险和社会压力! 建立有效的激励

机制对于顺利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工作

至关重要"

法院受理案件无须原告适格%民事

诉讼法第
-&%

条规定!起诉的原告必须

是与起诉的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原告适格理

论'" 但提出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

并不与该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突

破了&原告适格理论'"事实上!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民事制度如信托制

度#代理制度等已经使实体权利主体游

离于诉讼标的之外!而让受托人更多地

参与到民事诉讼中来" 为查明案件事

实#方便诉讼!法律不再苛求实体权利

享有者必须亲自参与到诉讼中!而是让

受托人参与到诉讼中来!故诉讼信托理

论应运而生"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就是一种法定的诉讼信

托!已成为世界各国通例"

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

制" 传统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是以受

害人的损失为限"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 被告的违法行为一旦实施将给国

家#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为杜绝被告的

投机意识!阻止不法行为的发生!对被

告进行一定的经济惩罚是必要的"同

时!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面广!

检察机关必将付出巨大的诉讼成本"建

立惩罚性赔偿机制!再以惩罚性赔偿建

立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可以鼓励有关方

面开展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委托专家诉讼% 公益诉讼案件涉

及多学科的专业知识! 比如在一些环

境污染案件中! 如何理解专业术语的

含意以及防止污染的技术要求! 都需

要承担民事公益诉讼工作的检察人员

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但目前检察机

关十分缺乏这类专业化人才" 笔者认

为! 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领域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时!可以聘请#委托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诉讼"

'作者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

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刘再清!本院受理宋碧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
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忆(罗冬梅!本院受理杨光亚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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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0'&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玉龙!本院受理吴苗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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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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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芝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兆煌!本院受理邹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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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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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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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俊羊!本院受理邱建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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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洪建国(黄中海!本院受理罗安志诉你们#陈祖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同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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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黄海鹰!本院受理高哲与你#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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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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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江诚宇!本院受理蔡宏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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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星星!本院受理胡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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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定中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陈有(张梅秀(滕建雄!本院受理游志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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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张建军"

*,,,,.)./-010)0+)1

&!

本院受理资阳市凯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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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响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王艳霞!本院受理邢德才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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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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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博荣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翰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吴爱玲(刘完养!本院受理刘美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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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魁小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刘凯!本院受理余赛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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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德勇(张小红!本院受理王志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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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郑国利(顾朝晖!本院受理滨海县鹏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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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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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郭海霞(吴善芳!本院受理姚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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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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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张友宇!本院受理徐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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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宋帮军!本院受理张根生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滨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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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朱爱群!本院受理武小花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都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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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乔广!本院受理李春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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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郑春权!本院受理孙安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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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蔡银秀(郭玉兵!本院受理卞汉鑫#杨开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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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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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跃军!本院受理严忠芬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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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勤!本院受理崔小海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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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砖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润芳! 本院受理刘亚伟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

!&-$

,西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变
卖财产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自公告送达日起

$

日内履行+

!&-*

,洛民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及迟延
履行期间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依法拍卖我院查封被执行人名下
财产!定于公告之日起第七日+节假日顺延,

/

时到本院立案庭司
法鉴定办公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视为放弃选择权"自公告
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秀清!本院受理冯丽诉你与高联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新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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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沧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立生!本院受理崔广建与你一般货运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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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在本院民
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徐建良(王卫东!本院受理王拉海+曾用名王六子,#范生权#攸
永爱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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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唐贤勇(谭帮见!本院受理广汉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管理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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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薛松!本院受理黄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

!&-*

,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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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沧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周卫(陈青(周凯(衣笑(潍坊鑫晟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秦
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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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凯(陈海洋!本院受理王金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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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王芹(刘建军(辛爱国(刘爱英(姚子平!本院受理李瑞双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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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德修!本院受理郭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杨文波(杨斌(张俊庆!本院受理尹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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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吉利举! 本院受理谢召中诉你及临朐县太平建筑公司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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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周世荣(窦现臣(窦文成!本院受理尹义年诉你们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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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王法!本院受理刘中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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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尹长远!本院受理薛兴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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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

洛阳三明实业有限公司(刘振军(陈世英(洛阳世祺房地产置
业有限公司(洛阳创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洛阳市唐龙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洛阳瑞风汽车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市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等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红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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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周福!本院受理张万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赵立军(姚云霞!本院受理朱中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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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芳(郭利民!本院受理李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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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芳(郭利民!本院受理李紫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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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正禾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世邦结构件有限公
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
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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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赵云龙(赵素华!本院受理张华霖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周明明! 本院受理李雷诉你与黄明# 秦福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0'&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郭利民(张芳!本院受理王志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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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广恩! 本院受理刘丽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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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司相如申请宣告司善民失踪一案! 经查) 司善民!

男 !

-/('

年
-&

月
-$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

!户籍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
%

号院
/

栋
'

门
'&-

号"被申请人自
-//$

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三
个月"希司善民本人或者知其下落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赖建彬(李红霞!本院受理娄颂平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

!&-$

,西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唐山鑫泽苑银饰品有限公司(曹玉亮(王海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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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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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于海霞!本院受理李强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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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王丽!本院受理吴雅群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王学丹!本院受理刘绍春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李东升!本委受理杨欢与李东升#程宏滨#江苏汉中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

,

秦仲裁字第
-!$

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之日起
"#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逾期视为送达"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闽江道
%

号!电话)

&''$1

'%+(+%/

) 秦皇岛仲裁委员会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日刊登公告&张福营'被告应为&永清县
威诺塑胶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日刊登朱世堂诉中建二局洛阳机械有
限公司#郑州中原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法院确
认你们与朱世堂

!&&&

年至
!&#*

年
$

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为原告
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你们与朱世堂

!&&&

年至
!&#*

年
$

月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
'

月
#&

日刊登张睛诉白井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公告开庭地点为本院榆关法庭" 河北省抚宁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日刊登白晓光死亡公告中发生错误!

现将&+

!&#'

,古民特字第
&&&&*

号'更正为&+

!&#'

,古民特字第
&&&&!

号'"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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