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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妻子“查账”
购买银行假存单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郑 秀

为应付妻子 !查账 "

!

花
"#$

元买了一张
"$

万元的银行假存

单#不料$妻子到银行查询利息时

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 引来公安

机关的调查#近日$经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邹争光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邹争光现年
%&

岁$ 大专文

化$湖北武汉人$从事建筑设计行

业$是一名工程施工监理#邹争光

和叶女士结婚后$ 妻子叶女士一

直希望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

年
&

月$ 叶女士向邹

争光提出把钱拿出来$交给她来

保管#邹争光并不情愿$但又不

想让妻子察觉$ 影响到夫妻感

情#于是$他想了一招来应付妻

子#所谓的!招"$就是到海口南

大桥下走一遭$花
"$$

元在流动

摊贩处!制作"了一张面额为
"$

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存单$回家

交给了叶女士$让她保管#妻子

并没有怀疑$ 邹争光以为就此

!过关"了#他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张假银行存单瞒过了妻子$却

骗不了银行#

"$&%

年
&"

月
&"

日
&(

时

许$ 叶女士拿着这张
"$

万元的

银行存单到建设银行某支行查

看利息#她把存单交给银行工作

人员后$ 工作人员发现这张
"$

万元的储蓄存单系伪造$于是报

了警#!明明是丈夫给自己的存

单$怎么会是假的呢%"叶女士大

惑不解#

报案后$ 民警很快赶到$ 从

叶女士身上缴获了这张存单$ 还

将叶女士带回公安机关调查# 至

此$ 邹争光花钱找人伪造银行存

单糊弄妻子的真相也曝光了 #

"$&%

年
&"

月
&'

日$ 经建设银行

证明$ 被扣押的储蓄存单为假存

单# 经海口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 被扣押的储蓄存单上的公

章印文与银行公章印文不是同一

印章印文#“学以致用”
!

何其伟 刘星辰

一名在校女大学生$ 微信购

物被骗万余元后$ 不寻求法律帮

助$ 而是 !学以致用"$ 走上了

微信诈骗的 !发财路"# 近日 $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将刘丽批准逮捕#

刘丽是名大三学生 # 和多

数女孩一样 $ 她酷爱网购 $ 对

!微商 " 更是情有独钟 #

"$&'

年$ 刘丽在微信上结识了多位

做直销的 !微商"$ 她通过微信

先后购买了数码产品& 化妆品&

名表& 名牌包包等 # 朋友圈内

商品 !物美价廉"$ 刘丽为低价

买到名牌而沾沾自喜# 没想到$

一次外出时$ 竟被人指出所穿

戴的名表名包均是假货 # 刘丽

不服气$ 标榜自己穿戴的全是

名牌$ 均从 !微商" 厂家购买$

很多还是海外代购#

一身 !名牌 " 的刘丽 $ 成

了学校的话题人物 $ 大家都在

背后议论 $ 说她买不起名牌 $

专买假货 # 气愤之余 $ 刘丽拿

着购买的 !名牌 " 去商场专柜

验货# 商家告知 ' 除个别商品

外$ 多数是假货#

花了一两万元$买了一堆假

货$刘丽多次和!微商"交涉维权

无果$最后被对方拉入黑名单#

为把被骗的钱 !捞回来 "$

"$&'

年底 $ 刘丽开始 !微创

业"# 她先后在微信和
))

空间

开设旺铺$ 自称是某名牌数码

相机区域代理 $ 她虚构用户好

评信息$ 以买三赠一和招代理

送手机& 电脑等为诱饵 $ 先邮

寄部分真品及赠品为手段 $ 成

功发展多名代理商#

看到先行邮寄的赠品和部分

真品后$多数人会确定购买意向#

此时$ 刘丽便让对方先把钱打到

其指定账号$确认收款后$将仿制

品寄出$ 并在快递单上写上假名

字及假电话号码# 当有人发现是

假货要求退货时$ 刘丽便谎称发

错货$之后便删除该好友#

为实施诈骗$刘丽先后在吉

林市多家银行开户办卡#

"$&*

年

"

月$刘丽被抓获# 截至案发$刘

丽共实施诈骗
*$

余起$ 诈骗金

额
'$

余万元#

服装面料标注为浣熊毛，鉴定却为貉子毛，职业打假人接受采访称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商家则认为只是中文
标注错误，不存在商业欺诈。双方对簿公堂，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不构成名誉侵权，对于批评和监督——

商家“有适度容忍的义务”
!

文海宣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

结了原告蒙克雷尔股份公司!下

称"蒙克雷尔公司#$&盟可睐!上

海$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盟可睐

公司&$诉被告经纬联动!北京$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下称

%经纬联动公司&$& 纪先生侵犯

名誉权纠纷一案#法院认为纪先

生发表的相关言论不构成名誉

权侵权$驳回了原告蒙克雷尔公

司& 盟可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

职业打假人纪先生于
"$&'

年在北京新光天地购买了意大

利蒙克莱女装$该服装面料标注

的是浣熊毛$但经国家皮革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鉴定$面料材质为

貉子毛#纪先生认为该服装是假

冒材质商品$在采访中称北京新

光天地监管失职& 存在商业欺

诈$!蒙克莱"品牌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蒙克

雷尔公司& 盟可睐公司认为$涉

案服装吊牌上将貉子毛标注为

浣熊毛属于中文标注错误$不存

在假冒商品材质&以次充好的欺

诈行为#蒙克雷尔公司和盟可睐

公司向法院起诉$主张纪先生及

网站经营者经纬联动公司发表

涉案文章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职业打假

人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消

费者"$ 但纪先生实际进行了以

零售价购买商品的行为#尽管纪

先生进行索赔&借用媒体爆料施

加压力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

但在当前中国假货较多&欺诈常

见的情况下$对职业打假人的言

论不宜过于严苛$不应一概将其

认定为单纯的商业言论$法院应

综合考察其言论的主要内容&目

的来认定言论的性质$采用是否

基本属实&是否借机诽谤标准来

认定言论的侵权与否#

本案中$服装标签成分有误

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双方

在认识方面存在差异' 是构成

纪先生所宣称的 !欺诈" 还是

属于商家所主张的 !标注有

误"% 实际上$ 对 !标注有误"

的情况是否构成欺诈$ 不同的

主体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不排

除相关主体会产生对中文标牌

将!貉子毛"标成!浣熊毛"构成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及 !欺

诈"的主观确信的情况# 关于打

假人发表的对事实的阐述&诚实

批评$不能仅因其身份的特殊性

就认定为恶意和侵权#纪先生因

为原告及商场未按照通知规定

的时间& 条件满足其和解要求$

认为相关主体推卸责任$投诉无

门$难谓恶意诽谤# 纪先生所发

表的言论$属于发表自己真实看

法的范畴# 法院认为$在认定纪

先生有关 !欺诈"!以假充真"的

评论是否属于恶意借机诋毁时$

应考虑普通人对服装中文标注

错误可能产生的判断和认知情

况$而不宜要求职业打假人具有

与法律专业人士同等水平的法

律知识和判断能力#

法院认为 $ 职业打假人的

存在增加了不良商家的造假成

本$ 通过正常的& 基本真实的

舆论监督使得不良商家不敢造

假或少造假 $ 对市场的净化 &

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具有积极作

用$ 对基本内容真实事件的爆

料$ 最终的受益者是作为整体

的消费者$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

市场秩序# 纪先生接受采访的

相关言论尚达不到诋毁的程度$

未超出对商品质量进行批评 &

评论的合理范围$ 不构成名誉

权侵权# 原告作为经营者 $ 虽

然因服装成分标注有误而承受

!欺诈" !以假充真" 的负面评

价 $ 相关评价可能并不准确 &

法律定性上可能存在争议 $ 但

毕竟其确实存在中文标注错误

的情况$ 即使是简单错译而非

故意欺诈$ 也可能引发部分消

费者的误认和非议$ 其对尚未

达到侵权程度的批评和监督有

适度容忍的义务$ 并应对相关

商品上的错误标注加以改进#

玩游戏钱不够
侵占资金300万

!

本报记者 屠春技

通讯员 关兰 蒋健芳

为了玩游戏 $

+$

后业务经

理吴乾乾竟将自己经手管理的

公司资金占为己有$用于购买游

戏装备和游戏币#近日$经浙江

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吴乾乾因犯职务侵占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

财产人民币
&$

万元#

今年
'$

岁的吴乾乾是浙江

宁海人#

"$$,

年大学毕业后$他

进入某汽车服务公司宁波分公

司工作$ 一开始是业务员$

"$&&

年成为业务经理$主要负责为客

户办理汽车按揭贷款服务#

吴乾乾工作之余喜欢玩游

戏$ 开始只是为了调剂生活$后

来他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在游

戏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

金钱$刚开始时凭借自己的收入

还能应付#到了
"$&%

年$随着玩

游戏投入越来越大$他的工资就

不够用了# 为了能继续玩游戏$

他竟然想到了利用工作上管理

公司给客户垫资款的便利$将这

些款项占为己有#吴乾乾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用各种

方法$如私自截留公司预支给客

户的垫资款&伪造虚假按揭贷款

购车客户&放大购车客户按揭贷

款数额& 私吞公司多余垫资款&

私吞客户还贷钱款等方法$侵占

公司财产共计
'"%

万余元#

"$&%

年
&&

月初$ 公司发现吴乾乾经

手的部分客户的车辆登记证是

假的$便找吴乾乾问情况$他谎

称是客户和
%-

店伪造的$ 他不

知情$ 还说自己会搞定这件事$

让客户还钱#随后$吴乾乾用自

己的钱归还了公司
,$

余万元#

&&

月
&"

日$吴乾乾无力偿还剩

余的钱款$就逃跑了#公司报案

后$ 吴乾乾于
"$&%

年
&"

月
&"

日被抓获#

近日'笔者在云南省昆明

市边防路上'看到一辆货车装

载钟乳石' 停在路边贩卖(钟

乳石属于自然资源'常见于喀

斯特地貌的溶洞里 ( 根据法

律' 钟乳石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应

该侵占)破坏或者擅自开采(

黄占啊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

林世钰

当
./01

把期末考卷交给我时 '我

心里已经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果然 '

$

分*即便如此'我还是画了一个笑脸在

上面(下课时'我把他父亲喊到一边'把

考卷无声递给他(他一脸无奈'冲我苦

笑(而一旁的
./01

'则无知无觉地啃着

薯片'相当嗨皮(

&$

岁的他'脸上透着五

六岁孩子的稚气(

一年前' 当
./01

由爸爸陪着走进

二年级教室时'我就看出他是个特殊儿

童 ( 他一会儿问我 +

2/034/5

'

306 789

7/11

,一会儿走上讲台 '摸我的手 -一会

儿大喊+

: 0; 496<57

*每次上课'我一半

时间都用来让他
=//> ?9@/A

'累得不行(

后来和他爸爸谈话才知道'

./01

和双胞

胎姐姐都是早产儿'智商和情商均低于

同龄孩子'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

绪( 姐弟俩都在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

读(

美国有很多像
./01

这样的特殊儿

童'他们先天有缺陷或者残障'但社会

和学校对他们关爱有加'有专门针对这

类儿童的教育体系和法律法规( 可谓

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B,*

年'美国通过.残障儿童教育

法案/'规定
*

岁至
"&

岁的残障儿童都

可以获得%免费#和%适当#的公立教育(

法案的原则包括+ 学校零拒绝) 个别

化教育方案) 最少限制环境等( 但当

时特殊儿童多放在隔离式的专门学校'

与正常儿童生活在各自的天地' 界限

分明(

&BB$

年' 美国国会将该法案修正

为 .残障者教育法案/' 扩大了残障特

殊教育的对象' 并加强提供成年及青

年残障者的转型期服务 ( 根据法规 '

只要家长或儿科医生发现孩子有语言)

智力方面的迟缓或自闭症' 即可向学

区的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提出测试申

请 ( 经测试证实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

从周岁前即可接受相关家庭服务'

'

岁

后即可进入特殊教育学前班( 该法案

还带来了教育制度的变革000支持特

殊儿童在自然的环境中接受融合教育(

自此' 特殊儿童开始从隔离式的特殊

学校回到所在社区的普通学校(

在经费上 ' 政府也对特殊教育给

予倾斜( 联邦为各州提供的资金' 允许

用于给所在州的特殊儿童设计和补充教

育项目的额外开支( 学校如果接受特殊

儿童' 政府会拨款( 比如我所在的新泽

西州' 学校接收一个特殊儿童' 可以从

政府那里得到
%

万美元( 如果拒绝接

收 ' 教育部门也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处

罚(

美国政府对特殊儿童可谓是 %不抛

弃) 不放弃&' 其关怀之细致' 令人感

佩( 根据法律规定' 每一个特殊儿童从

确诊之日起' 当地政府就要组织一个团

队为他做个别教育计划 !

:CD

$' 团队由

特殊教育工作者) 语言学家) 行为专家

等专业人士组成' 孩子的家人) 邻居)

同学和社区等方面的人也要参与' 对孩

子进行个别化的教育和训练( 孩子
&%

岁后' 也要参与到对自己
:CD

的讨论

中' 因为他开始有能力设计自己的未

来' 为成年后走向社会做准备(

"$$&

年' 小布什政府颁布了 %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要求学校配助

教' 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服务( 女儿

所在的学校' 如果孩子症状比较轻微'

一般是一个助教照顾两个孩子' 融合

到正常孩子的班级- 如果症状比较严

重' 如上课会大喊大叫' 影响到别的

孩子' 就放在特殊班' 一个助教带一

个孩子( 平时体育课) 美术课什么的'

他们还和正常孩子一起上( %每天中

午我们都和这些孩子一起吃饭' 没觉

得他们奇怪啊(& 在女儿眼中' 这些孩

子和常人没有太多差异(

前年初到美国时 ' 我即在女儿的

学校见过一个特殊儿童( 当时正是下

课时分' 老师推着一个坐轮椅的男孩+

他斜着脑袋' 双手下垂' 但是一见到

同学' 脸瞬间明亮起来' 笑着冲他们

挥手' 那些同学也很自然地和他说再

见 ( 到了校车旁 ' 司机把斜板放下 '

帮老师把轮椅推上去' 然后开车送孩

子回家( 当时这一幕特别震撼我 ' 觉

得这个孩子虽然有缺陷' 但并不缺爱'

所以他依然有明亮的笑容' 依然可以

向这个世界大声问安(

李小芹!本院受理原告黄先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扣
押)财产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并定于
"$&*

年
+

月
&+

日
&%

点
'$

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徐芳!本院受理原告黄先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

财产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并定于
"$&*

年
+

月
&+

日
&%

点
'$

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罗梅!本院受理付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第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昌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何全义"又名何全议#!对魏兴芬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鉴定等法定事由更改开庭时间$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朱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海平$王吻!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城支行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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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监督卡及裁判文书公开告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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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张国红!本院受理宗艳花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楚
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张安芹"

"0101023##1//1/101

%!本院受理张利伟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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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离婚案件相
关事项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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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

张懿斌!本院受理刘家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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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

年
B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张懿斌!本院受理刘家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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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

年
B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徐明春!本院受理欧文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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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壁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
判#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福建韬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康锦山与你司&陈义
松&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陈义松提交的相关证
据&被告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的答辩状副本及其相关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及须知&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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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E'$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

刘承林$王桂兰$胡海龙$刘克彬!本院受理阜阳颍淮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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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州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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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沧州泽通数控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单厚玉$南皮县巨龙
五金冲压件有限公司$单厚选!本院受理李春利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献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淮镇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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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李磊!本院受理时应芹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诉讼权
利和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监督表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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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柏加英!本院受理沈加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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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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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冈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举证则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逾期依法判

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卢刚雨!本院受理彭光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建冈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上冈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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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冯萍!本院受理章少华诉你离婚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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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举证则
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鲁志刚$张青菁!本院受理朱忠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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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生效#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绍兴五环氨纶有限公司$浙江百岁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东大网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忠林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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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赛林$刘珍明!本院受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彭义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芜中民二终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芜湖市好禾商贸有限公司$童忠保$晋育红!本院受理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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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蒲志祥$吴敏!本院受理胡春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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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B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滨海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以公告# 该汇票记载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肆万元&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东台市财政局&出票行为江苏银
行滨海支行#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皮娅娟$陈斌!本院受理赵祖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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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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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颜李君!本院受理代祥军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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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E'$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审判#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

芜湖优宏佳服饰有限公司$宋建华$沈巧荣!本院受理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繁昌县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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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少敏$任远!本院受理(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宣判并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内$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冯兴强!本院受理孙宗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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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仙庄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五骏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马鞍山市玉龙金属制
品"集团%有限公司$马鞍山玉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芜湖欣兰德工
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芜湖晟志工业制品有限公司$马鞍山晟志科
技有限公司$马钢$马健$马文俊$李晨$马胜利$郑锡兰!原告马鞍
山国元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马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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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鞍山华峰工贸有限公司$马鞍山春冶实业有限公司$陶志
华$王琴!原告马鞍山国元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马鞍山天顺钢
材销售有限公司&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

)马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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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林!本院受理马连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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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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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沭阳县仲氏建筑设备公司!本院受理烟台市莱山区初家办事

处城东建材租赁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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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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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黎晨辉!本院受理范海洋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张保周!本院受理张金栓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送达(

"$&%

)长法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詹运兵!本院受理余永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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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甘岸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陈勇!本院受理孟祥敏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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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杨万亨!本院受理喻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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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

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王佳峰$邓万兰$孔小妮$河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李东伟!本院受理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永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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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谢林华$许炳红!本院受理定南县立新钢材经营部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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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
B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有农行湘东营业部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 # 该票据记载出票日

"$&%

年
B

月
&$

日 & 票号
&$'$$$*""&,&"&+"

&出票人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波钢萍贸易有限公司&金额
"$$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县云顶镇亲睦村五组的余腾金!本院受理隆昌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立即
归还借款本金

'$$$

元及相应利息$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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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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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庆$叶秀兰!本院受理厦门市同安区鑫力祥水电安装服
务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

)同民初字第
&"($

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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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B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林水德!本院受理林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同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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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和
'$

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B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林志阳! 本院受理郑雪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文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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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
郭清南!本院受理童小荣与廖志平&林瑞瑞&苏惠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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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如下'请求判决四个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

&$

万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之日起
第

B&

日
+E'$

(节假日顺延)在第十法庭公开审理$你应于开庭前提
交答辩状及证据$逾期依法审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龙银花!本院受理谢满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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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毅平$卢毅武!本院受理李秋生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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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秋南!本院受理张峻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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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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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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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汇德隆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赖秀桂与杨能平等机动车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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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成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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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峰$郭惠青!本院受理苏美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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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E'$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漳州市辉昌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漳
州供电公司与你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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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E'$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刘丽红$朱玉兰!本院受理周北源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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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珍$童敬云$张积兴$罗敏丹!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瓯市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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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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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平!本院受理平昌县农村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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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B

月
%

日
B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向川平$袁蓉!本院受理平昌县农村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一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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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 定于
"$&*

年
B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王才儒!本院受理李菊英诉你离婚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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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B

月
,

日
B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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