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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检察官任职终身待遇优渥

在台湾地区! 检察官的社会地

位"经济待遇"职位保障均较为优渥!

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而这一切都与检

察官任用的#高门槛$紧密相关%台湾

自
!"#$

年实行审"检分隶改革以来!

要成为检察官! 必须通过司法官考

试!而台湾地区的司法官考试通过率

极低!即便是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

法律本科生或研究生!不经过考前的

&恶补$!要想通过这一考试!也断无

可能%正因为考试通过极难!因此最

终能通过这一关的都是精英!而对于

精英化的检察官!社会是无虑于给予

其优遇的%笔者在台湾访学时!曾与

数位台湾检察官探讨其待遇问题%台

湾检察官待遇相当优渥!例如!台湾

检察官因为有支领高额的&司法专业

加给$及&终身职$的保障!薪资明显

优于一般公务员!且检察官一般均有

机会配置职务宿舍%同时!台湾检察

官与法官的考试和训练合二为一!只

是在司法官训练所结业时依其成绩

名次以及法'检双方缺额!依序分发

任用为各地方法院候补法官或检察

署候补检察官!因而!长期以来检察

官与法官同为司法官的观念根深蒂

固!制度上也给予检察官与法官同等

的职位保障(

职位保障

为保障司法官职务行使之独立

性与公正性!制度上必须给予司法官

职务及地位上的相应保障!此即司法

官的职位保障!是为国际通例(依台

湾现行&宪法!第
%!

条的规定)&法官

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

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

得停职'转任或减俸($虽然台湾&司

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宪$解释曾明确

宣布检察官并非 &宪法 $规定之 &法

官$! 但同时仍认可检察机关行使之

职权当属&广义司法$之一!并肯定检

察官在对外行使职权时!应享有与法

官同等的职位保障(对此!台湾&司法

院大法官$

!"&'

年作出的释字
!(

号

解释曾明确规定!&宪法$ 第
%)

条所

称之法官!系指法官而言!原不包含

检察官在内! 但实任检察官之保障!

除转任外与实任法官同( 台湾地区

!"%"

年
!*

月
**

日制定公布的 &司

法人员人事条例$ 第四章对法官'检

察官的职位保障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具体包括)

检察官终身任职(&司法人员人

事条例$第
(*

条规定)&实任司法官非

有左列原因之一!不得免职)一'因内

乱'外患'贪污'渎职行为或不名誉之

罪!受刑事处分之裁判确定者(二'因

前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事

处分之裁判确定者(但宣告缓刑或准

予易科罚金者!不在此限(三'受撤职

之惩戒处分者(四'受禁治产之宣告

者(公务人员考绩法关于免职之规定!

于实任司法官不适用之(但应依公务

员惩戒法之规定移付惩戒($该条例第

((

条同时规定)&实任司法官非有法

律规定公务员停职之原因!不得停止

其职务($据此!检察官一经任用'实授

为检察官!其任职即为终身!除非法定

的原因!否则不得被免职'停职(

检察官薪俸优待!非法定原因不

得降级'减俸(检察官的薪俸应受优

待!至少应高于一般公务员(目前!台

湾检察官的薪俸与法官相同!且远高

于同级公务员(&司法人员人事条例$

明确规定!检察官之俸给!适用公务

人员俸给法之规定!并给与&专业加

给$及&主管加给$(实任检察官非依

法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不得降级

或减俸(实任检察官转任&法务部$之

司法行政人员者!其年资及待遇均仍

依相当职位之检察官规定列计(其达

司法官行政人员命令退休年龄三个

月前!应予转任司法官职务(

退休与优遇

检察官虽为终身职!但高龄检察

官体力衰退!如仍强令其承担繁重之

职务!也是不人道的折磨!更会使人

事管道阻塞!而无法新陈代谢!因此!

建立检察官退休制度仍属必要(台湾

为体谅高龄检察官!鼓励检察官届龄

自愿退休! 并建立了退休优遇制度(

对此!&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
+,

条'

第
+)

条规定!实任检察官任职
)&

年

以上年满
-$

岁者!应停止办理案件!

从事研究工作*满
.&

岁者!得减少办

理案件% 实任检察官任职
)&

年以上

年满
.&

岁!身体衰弱!不能胜任职务

者!停止办理案件%停止办理案件的

检察官!仍为现职检察官!支领检察

官之给与!并得依台湾地区&公务人

员退休法$及&公务人员抚恤法$办理

退休及抚恤%实任检察官合于&公务

人员退休法$退休规定!而自愿退休

时!除退休金外!并另加退养金%

资遣与抚恤

台湾地区 &司法人员人事条例$

第
+*

条'第
+(

条规定!司法官经公立

医院证明身体衰弱! 不能胜任职务者!

得依&公务人员任用法$有关资遣之规

定资遣%司法官之抚恤!适用&公务人员

抚恤法$之规定%据此!检察官被资遣的

应当按照公务员给予一定资遣费%检察

官因病故"包括自杀的#'因公或意外死

亡的!应根据检察官的服务年资计算抚

恤金的数额!支付抚恤金以照顾遗族的

生活%

弹劾与惩戒

台湾对于检察官的弹劾与惩戒!

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因此!适用一般

公务员的规定%实务中!对于高阶检

察官之惩戒!应先经&监察院$弹劾程

序%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
-

条第三

项之规定!经监察委员会二人以上提

议!九人以上审查及决定!即可对违

法失职的检察官提出弹劾案%至于九

职等以下的检察官则不用经监察院

审议!可以直接由主管长官迳送公务

员惩戒委员会审议%

*,,.

年台湾&法

院组织法$修正!为制衡&法务部长$

的检察人事权"包括弹劾$惩戒权#%

原本内设于&法务部$的&检察官人事

审议委员会$取得&合法$地位!据此!

对于检察官的奖惩事项皆应送该委

员会审议!决议后才能报请&法务部

长$核定!并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审议% 对于检察官的弹劾案和惩戒

案!由&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负责审理%根据台湾&大法官会议$释

字第
(".

号解释!&公务员惩戒委员

会$应采法院体制!且惩戒案件之审

议! 亦应本正当法律程序之原则!对

交付惩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

台湾司法理论和实务上较具争

议的问题是检察官的转调与奖惩%检

察官本奉行检察一体原则!下级检察

官有服从上级检察首长命令之义务!

因此不受不得转调 "包括转任和调

动$审级调动和地区调动#之保障%但

台湾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检察首长

借转调权干预下级检察官独立办案

的情形!对于&不听话$的检察官!上

级检察首长往往以将其调往偏远地

区任职以示惩儆% 实践中!&法务部

长$因掌控着检察长和检察官的调动

权!而&法务部长$本身又是政务官!

难免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滥用对

检察长和检察官的转调权!以达到其

本人或所属政党的政治利益%

此外! 检察官虽受身份保障!不

得无故降职'停职'免职!但是!检察

官的职位晋升则不受保障%在台湾司

法实务中!检察首长对于检察官的职

位晋升仍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 !例

如! 检察官若想升迁至更高职位!必

须年终考绩甲等且获得检察长的保

荐书!而检察官的年终考绩!实务中

是由主任检察官及检察长决定"主任

检察官当然保障甲等%检察官考绩则

由检察长召集所有主任检察官开会

决定%完全无检察官代表之参与#%此

外!检察长有保荐权!若无检察长之

保荐书! 则检察官几乎永无升迁之

日%因此!实务中难免出现检察官为

求升迁而在办案中迎合检察首长之

意志!丧失办案独立性的情形!而不

良检察首长也可能以承办检察官的

前途升迁作要挟!干预承办检察官办

案的独立性%此已为台湾众多学者所

批评%

*,,.

年台湾&法院组织法$修改!

原本内设于&法务部$的检察官人事

审议委员会取得合法化地位!检察官

人事审议委员会主要职能在于审议

&高等法院检察署$ 以下各级法院及

其分院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检察官之

任免'转任'迁调'考核及奖惩事项%

上述检察人事事项!应经检察官人事

审议委员会先行审议! 审议后的决

议!再报请&法务部长$核定后公告%

由于
)-

名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委

员的组成中! 官派委员只占
-

名!而

由全体检察官以秘密' 无记名及单记

直接选出的&民选代表$达到
"

名!居

于多数!因而!转调'考核'奖惩等检察

人事事项不再为&法务部长$和检察首

长所操控! 这对于确保检察官人事权

的公正和公平行使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万

毅

,--./ 0 0 111&23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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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银!本院受理许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商睢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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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刘忠生%刘建平!本院受理赵银路%沈贵芬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举证及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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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期满后第
+

个工作日
)+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张坤%方长洲%周立环!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城南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举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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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深圳鸿鹏腾飞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黄山石勇置
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0*,1&2

歙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宋来群%戚永生!本院受理赵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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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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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刘家言%宋正梅!本院受理柏林诉你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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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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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

(,

在本院
府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冯琼!本院受理张细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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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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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吴金甫%黄开凤!本院受理冯文君诉你等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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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徐志峰! 本院受理高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皋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徐志峰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高飞借款本
金

.&,,,

元以及逾期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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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陈洪文!本院受理李玉霞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曰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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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河北省沧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沧民终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程玉利!本院受理党安全%邓清太%韩勤诉你%江苏国

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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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朱红芳!本院受理明玉忠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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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天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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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
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勇%刘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盐都支行与

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廉政
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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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蓉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盐都支行与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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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富%曹祥领!盐城市盐都区西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

社与你们借款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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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跃兵%黄正娥%蒋毅%江苏省大丰市跃兵养猪场!本院
受理原告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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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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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柳东波'本院执行的王利伟与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

#庄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及执行决定书!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李红晓%朱阿鹤%禹州市禹雅摩托销售有限公司%倪红
伟&郑书芳&宋志军%李建敏!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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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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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
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李天良%李永佑%许昌市天征源商贸有限公司%王凯%贺

盼盼%许昌锦阳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许昌锦鼎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曹永刚%袁风娟%王幼鸽%蒋亮亮!本院受理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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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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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李献军%胡旭东%胡爱香%韩福庆%康秋霞%周伟%胡瑞敏%

时秋霞%吴长标%禹州华森机械基础件有限公司%长葛市金煜
晟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长葛市鑫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长葛
市万事兴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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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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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九时在
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李新功%王伟红%许昌市丰硕农资有限公司%李宗敏%金

慧霞%孙明德%张艳华%许昌市亿丰农资有限公司%许昌市可得
农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
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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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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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刘双劳%孔俊英%刘富强%张亚丽%长葛市亚联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张小磊%赵旭东%胡方军%胡军玲!本院受理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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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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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九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马晓华%马成亮%黄秋娟%禹州市兴安砖业有限公司%郝

磊%詹金丽%王建敏%王改梅%郭炎浩%刘晓远%连丽娟%刘松
锋%刘晓丽%王高伟%魏艳晓%王国喜%李焕珍%禹州市森淼机
械有限公司%禹州市炎浩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禹州市政源机
械有限公司%禹州市想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
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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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潘会超%谢小艳%长葛市鼎旺金属有限公司%赵怀治%朱

建领%韩书亮%赵秀勤%长葛市凌云合金有限公司%河南金源
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
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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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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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王建敏%王改梅%郭炎浩%禹州市炎浩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郝磊%詹金丽%王高伟%魏艳晓%王国喜%李焕珍%刘晓远%

连丽娟%刘松锋%刘晓丽%马晓华%马成亮%黄秋娟%禹州市森

淼机械有限公司%禹州市想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禹州市政源
机械有限公司%禹州市兴安砖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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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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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魏占先%周巧云%长葛市绿苑蔬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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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
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杨买官%敬志刚%敬景贤%王保红%张明杰%杨秋花%长葛市
程翔机械有限公司%长葛市明杰驱动桥有限公司%长葛市景鑫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长葛市同丰瓷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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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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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十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风针%马书群%长葛市浩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张文凡%

张会娟%长葛市鑫浩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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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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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许昌迎新制品有限公司%许昌豫康传动轴有限公司%靳迎

春%吕长法%吕占生!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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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许昌久欣陶瓷有限公司%许昌豫康传动轴有限公司%靳迎
春%吕长法%吕绍静%胡楠%吕占生'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许昌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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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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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十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许昌三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武培%程向军%晁选军!本院

受理许昌魏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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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鹿崇茂!本院受理刘松安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和义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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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徐延超% 史磊! 本院受理姚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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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

魏民二初字第
.+%31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九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王奇龙'本院受理刘少磊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和义务通
知书% 开庭传票及

6,15

魏民二初字第
5-%31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1,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许昌锦阳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许昌锦鼎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王凯%曹永刚%李天良%王辉锋!本院受理许昌魏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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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

6,15

魏民金初字第
-131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15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王宝印%赵喜芳%轩利芳%王辉锋%许昌黄泰塑业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许昌魏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6,15

魏民金
初字第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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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四日

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张广辉! 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

市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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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

6,15

魏民金初字第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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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五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宋得军%王新!本院受理凤阳县四联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 %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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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

7,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总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金如银!本院受理陈先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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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

7,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总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金如银!本院受理王玉清诉你%杨玉霞%宫开理%迮安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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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

7,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总铺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夏兰松%王梅!本院受理夏吉友诉你们%夏爱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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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7

日
"

'

7,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总铺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姜永昌!本院受理李德付诉你%周士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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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7

日
"

'

7,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总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夏兰松! 本院受理张晓轲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周公德! 本院受理张霞诉你承包经营合同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15

#建高民初字第
,7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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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卞国海! 本院受理王云锦诉你追索劳务报酬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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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8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李德平! 本院受理张健霞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6,15

#建高民初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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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李德平! 本院受理黄远凤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6,15

#建高民初字第
,85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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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黄长春! 本院受理孙广艳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6,15

#建高民初字第
,88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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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卞国海!本院受理王云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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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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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8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王海波!本院受理赵俊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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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7,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

沈新建!本院受理马国英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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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

'

7,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

李孝亮!本院受理李巨艺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6,15

#寿民一初字第
,157"

号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正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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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解光山%刘晓庆%刘庆龙!本院受理张克岭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 &

6,15

# 寿民二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寿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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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解光山%刘晓庆!本院受理张克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6,15

#寿民二初字第
,,.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寿春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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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易方保!本院受理但映兰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6,15

#鄂大悟民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宣化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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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韩拥军!本院受理田学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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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6,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宣化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周平!本院受理樊有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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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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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刘振华! 本院受理潘爱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6,15

#扶民初字第
116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吕潭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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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薛同权!本院受理薛红燕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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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和

7,

日内! 定于
6,1.

年
7

月
15

日
"

'

7,

在本院大东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刘建庄%崔仙枝!本院受理信纪红诉你民间借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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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刘建庄%崔仙枝!本院受理王帅军诉你民间借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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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
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李艳华! 本院受理王创业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15

#鄢民二初字第
18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有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武汉汇景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昌华汇变压器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6,15

#鄢民二初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有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商丘创世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商丘市三和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商丘市睢阳区物资燃料公司%商丘市煤炭物资运销有
限公司%刘金兰!本院受理张文丽%赵亚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96,)&:

商梁民初字第
,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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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商丘创世钢材市场有限公司% 商丘市三和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张春海!本院受理秦博与你们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送达

06,)&:

商梁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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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商丘创世钢材市场有限公司% 商丘市三和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张春海%刘金兰!本院受理冯若倩与你们民间借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06,)&: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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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潘想%商丘市涌金仓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尹翠英与你们

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06,)&:

商梁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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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商丘市亚泰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信电缆有限公司%

商丘市长江置业有限公司%王立波%关康!本院受理刘爱英诉
你们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6,)&

#商梁民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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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法院

朱宏%商丘市轩辕寄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新权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6,)&:

商
梁民初字第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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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武贺峰%朱春英!本院受理王昌宏&王昌红#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06,)&:

商梁民初
字第

,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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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风功%高风荣!本院受理徐月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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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徐德全"曾用名任德祥$%祝秀平!本院受理徐月春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曹华!本院受理王建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6,)&

#梁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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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王广桂!本院受理张秋荣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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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赵正%李冬梅%赵莉丽%李本胜!本院受理周圣勇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6,)&

#肥西
民一初字第

,)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桃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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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朱幸福%蔡家德!本院受理王自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6,)&

#肥西民一初字第
,)."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桃花法庭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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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刘明发!本院受理刘敏诉你为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6,)&

#吴民初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
离婚(婚生男孩刘鸿硕%婚生女儿刘雅丹由原告刘敏抚养!你
依法承担抚养费$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于集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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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李书峰%王震!本院受理吴桥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6,)8

)吴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震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

元及相应利息(李书
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于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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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牟其林!本院受理狄伟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送达"

6,)&

)吴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你们离婚!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于集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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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

邹城市鼎基工贸有限公司"原山东东大煤炭运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蔡静诉你与张莉%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输
处财产损害赔偿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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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定于
6,).

年
6

月
6&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矿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郭凡铁!本院受理邹城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与王璇
璇%刘延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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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矿区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江西众阳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萍乡市湘东区俊达
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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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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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7,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6&

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文荣彬!本院受理桂林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兴安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判决$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6,)&

)兴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到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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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桂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伍建琼!本院受理陈德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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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7,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饶运辉%朱荣春!本院受理马草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会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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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钟国辉! 本院受理肖春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6,)&

)会民一初字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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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杨检长%欧传平!本院受理刘桂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6,)&

)会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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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

袁小蓉!本院受理蒋少林诉你离婚一案"

6,)&

全民初字第
)&&7

号)!因原告蒋少林逾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按撤
诉处理$案件受理费

7,,

元!减半收取
)&,

元!由原告蒋少林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蒋于莲! 原告张辉宽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公告送

达 "

6,)&

)全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不准许你们离
婚 $受理费

7,,

元 !由张辉宽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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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王镓锰 ! 原告袁秋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 现向你送达

"

6,)&

)全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你们离婚(女儿
王茗妍随原告生活! 由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

8,,

元至小孩成年!

每
.

个月给付一次$受理费
7,,

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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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支成义 ! 原告冯春玲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 现向你送达

"

6,)&

)全民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你们离婚(女儿
支宏霞随被告生活! 由原告每月给付抚养费

8,,

元至小孩成年!

每
.

个月给付一次$受理费
7,,

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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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唐秋凤!原告唐绍荣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6,)&

)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你们离婚$受理
费

7,,

元!由唐绍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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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张元喜!本院受理陈德荣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6,)&

)荔民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青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海宁市锣玛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平%毕娜%杨新建%施耀霞!

本院受理陆军梅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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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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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志坚%李梦桂!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涟钢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

6,)&

)娄星民二初字
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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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伟!本院受理广州市三宝印刷有限公司诉你们不当得利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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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风险提醒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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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谭龙龙%刘国英!本院受理祁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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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刘德保%彭菊香!本院受理祁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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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李发生!本院受理杜江荣%张世平诉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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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7,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7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升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
6,)&

年
))

月
"

日刊登的公告中*朱如才+应更正
为*朱加才+$特此更正$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拿什么拯救法史学科

博 文 地 址 !

+,,-.!!/012'%%%3*4

5657489!:!3(;''*

作者!激情燃烧

法史学"包括中国法制史$中国

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

思想史#是整个法学学科的基础和砥

柱学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令

人痛心的是!一些法学院的法史学科

从总体上看不是在发展! 而是在衰

退)这表现为师资力量的减少!招生

规模的萎缩!课程设置的减少!经费

投入的减少!等等%

客观上看!法史学科的衰退是学

科市场'知识市场'学术市场及整个

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

内部子学科门类最多'知识谱系最繁

复的学科!法史学科是一门博大精深

的学科!是一门让常人难以在其有限

的一生中学好'学精的学科!是一门

让绝大多数法学学子望而生畏的学

科%可以说!学好法史学科的难度不

亚于学好法理学科% 要学好法史学

科!不仅需要本科阶段具有扎实的部

门法基础!而且需要硕士博士阶段对

某个问题的持续关注%

但是! 法史学科在当前的学科'

知识和学术市场中并没有受到持续关

注!反而处于非常尴尬和边缘的地位)

法史的论文难写!且难发*搞部门法的

看不起搞法史的! 搞历史的同样看不

起搞法史的* 法史学科成了法学科中

的末流学科%这也难怪%在人们眼中!

法史学科与市场经济之间保持着一段

很长的距离! 相比部门法学科而言难

以直接迅速地应用到法律实务当中!

因此绝大多数法学学子不看好!甚或

鄙视它%这样!难度大'市场应用前景

暗淡的法史学科也就难逃在市场经济

的滚滚大潮中被边缘和被抛弃的命

运%在此种背景下!那些目前仍然保持

着表面繁荣的' 极少数的法学院的法

史学科! 也只是因为领导重视或很久

以前有某个学术牛人在该学科和该校

"院#中占据了制高点的缘故%但!如果

我们不转变我们的观念和认识! 这些

法学院的法史学科的衰落是迟早的

事%

法史学科路在何方+作为少数群

体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干预学科抑或

学术市场的自然发展!作为弱势群体

的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法

学学子们报考法史学科%拿什么来拯

救法史学科+谁能给关心法史学科发

展的人一个答案+我们只能期待着%

探讨如何落实检察办案责任制

近日!以&司法责任制之落实$为主题的第五

届金山检察论坛!在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举行!来

自学术界和实务界的
%,

余位专家学者!就司法体

制改革背景下实行 &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

责$相关问题展开研讨%

与会人员围绕上海'浙江两地检察机关对检察

权力清单!检察官权限配置!不同属性检察办案组

织的形式'职能和授权!不同检察职权的监督等实

践探索进行了交流%有专家认为!谁办案谁负责是

本次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对司法工作

规律的认识! 检察权与审判权是两种不同的司法

权!其职权的责任制度也应有区别%一些专家认为!

检察官队伍遴选'职业保障'个人能力'权责平衡等

改革有个渐进过程!应从实际出发!在司法改革过

渡期内! 在保障司法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同

时!监督制约不能削弱还需要加强%有的专家对终

身追究责任制度设置提出建议!认为追责制度的最

终目的是保障司法公正!但需要考虑对办案检察官

责权的平衡%

"本报记者 林中明$

国家治理应重视“软法”理念

近日!&软法与当代法治,,,暨北京大学软法

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

自实务界'学术界
&,

多名代表!围绕十年软法发

展'实践和多学科视角下的软法'软法研究的未来

等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 北大软法研究中心名

誉主任罗豪才表示!过去的十年是国内大规模'系

统化开展软法研究的十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软法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如何推动软法发展等问

题!需认真思考%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

认为!从软法理念出发!国家治理应如大禹治水!

重在疏!而非堵%以此审视当下几乎常态化的&罚$

和&限$等管理手段!必要的处罚和限制是需要的!

但不应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面对各种行为!

在国家治理上应三分之一靠引'三分之一靠管'三

分之一顺其自然% "本报记者 王心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