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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事诉讼法学学者针对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关联性、司法解释的理论基础、司法解释对
新制度的解释性建构、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和较深入的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与研究
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

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某些起诉条件作为诉讼要件，放置在案件受理之后进行审查，才
能真正实现立案登记制。

!

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比较特殊和比较困难的情形，应当在判例中予以说明。通过司法判例的解释，逐渐形
成统一的认识。

!

要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应当完善关于判决效力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建立既判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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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内容、形式呈现多样化
"

张卫平 曹云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 "决定#$ 中

关于 #公正司法$ 部分当中% 对于进

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制度% 保障公民合

法民事权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改革措

施% 关涉立案制度改革& 审级制度的

完善& 证据制度的完善& 强制执行法

的制定 & 诉讼终结制度的完善 %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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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颁布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下称 %司法

解释&$ 也对上述 !决定" 内容予以

充分体现* 民事诉讼法学学者以司法

解释为研究文本% 针对司法解释与民

事诉讼法的关联性+ 司法解释的理论

基础& 司法解释对新制度的解释性建

构& 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

全面和较深入的理论研究* 研究内容

与研究形式% 一改以往的研究过于单

一的格局% 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总

体上%

!&#$

年理论研究突出了规范

分析的特点% 从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

释的文义& 目的& 适用效果以及适用

中的问题等方面予以展开* 相关的研

究成果不仅初步揭示了司法解释的理

论基础% 也提出了司法解释在制度上

和理论上需进一步深化或提升之处%

为今后完善& 修正司法解释% 完善&

修改民事诉讼法有着积极作用*

立案制度

为了保障公民诉权% 司法解释第

!&'

条对立案制度的相关程序进行了

细致规定* 学者们普遍认为% 相较于

以往 % 立案程序更加规范化 & 透明

化 * 但是 % 立案登记制度还有待完

善* 这主要是因为现行案件受理体制

的形塑与法治发展的阶段性& 司法体

制的特殊性有关* 目前的改革实践主

要是在政策层面% 要真正改革立案制

度% 实现实质上的登记立案% 应当修

改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

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某

些起诉条件作为诉讼要件% 放置在案

件受理之后进行审查% 这样既能真正

实现立案登记制% 废除立案审查制%

实现保障当事人诉权的目的% 又能化

解起诉难这一社会问题% 并提升诉讼

程序正义的品质*

也有学者提出% 改立案审查制为

立案登记制需要在制度建构上作出适

当调整% 即必须对相关裁判制度& 诉

讼要件& 法院组织结构& 诉讼费用等

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管辖制度

在便利公民诉讼方面% 司法解释

对于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作出了细化

规定* 管辖法院的确定较以前有了较

大完善% 管辖规则更为具体明确% 起

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从
!&#$

年的

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们普遍认为% 司

法解释立足于理论和具体实践% 具有

现实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 符合 !决

定" 中关于诉权保障的精神以及民事

诉讼法关于管辖规定的原则* 但也有

学者对司法解释中关于管辖的一些规

定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需要进一步通

过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来统一认识*

关于司法解释第
%$

条' 该条规

定, -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

诉答辩% 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 发

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应当裁定

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对于该

条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几点, 第一%

是否有必要对 -本院. 作一限定/ 第

二% 是否应当限制在一审开庭前* 一

审开庭以后 % 不得移送的正当性何

在0 也有学者提出司法解释第
!##

条

与第
%$

条的关联问题* 第
%$

条的解

释在逻辑上存在不周延% 未能全面预

计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应诉答辩情形

下可能产生的问题% 对于法院在庭审

之后才发现无管辖权的% 是否可以不

移送管辖% 没有明确规定* 此外% 第

%$

条不能涵盖和应对移送管辖制度

适用中更为复杂的其他问题* 该条在

规范技术上也值得商榷% 比如条文位

置的设置不够合理% 等等*

关于司法解释第
#'

条第
!

款 '

民事诉讼法对合同履行地这一概念没

有具体界定% 只是规定因合同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

法院管辖* 因此对合同履行地的确定

就需要遵循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但在

实践中% 存在着合同地也不够明确%

或者没有约定的情形% 法律上的必要

补救措施为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

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和交

易习惯确定* 同时法律又规定% 在几

种特殊情形下 % 以特殊规定加以明

确* 但在司法解释中% 对此相应地表

述为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 % 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

的% 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

地/ 交付不动产的% 不动产所在地为

合同履行地/ 其他标的% 履行义务一

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即时结清的

合同 % 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

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的规定存在不一致

的地方* 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与程

序法上的合同履行地含义不同 * 此

外% 合同履行地概念与争议标的的概

念难以契合* 有学者认为% 应当将规

定合同履行地的任务归于实体法% 才

符合法律属性的应有地位* 当然% 也

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

司法解释本身是程序法规范和实体法

规范的综合%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属于程序法% 因而合同履行地应当由

实体法加以规定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于管辖问题' 司法实践中普遍

反映存在管辖难的问题% 这也是民事

诉讼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 !管辖难和

送达难并称 %司法两难&$* 司法解释

中管辖规则的细化正是试图解决这一

问题* 对此% 有学者认为% 这个问题

在理论上或学术上的争议不大% 在理

论上主要是规则自洽 + 周延问题 *

管辖规则的细化本身有中国法治的

特殊背景 % 由于实际存在的地方保

护主义 % 使得原本属于法院审判内

部分工的事项成为当事人争议的重

点 % 导致人们过于纠缠管辖问题 %

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辖难问

题 * 这些问题通过细化规则对于平

息争议有一定的作用 % 但要真正解

决问题 % 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提

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

重复诉讼

重复诉讼问题也是
!&#$

年学者

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 学者们普遍认

为 % 无论在我国 % 还是大陆法系国

家% 禁止重复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均涉

及诸多问题%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

理解和把握 -重复诉讼$* 例如% 相

同的当事人+ 相同的诉讼请求+ 相同

的法律关系+ 相同的理由% 但请求权

不同是否属于重复诉讼 0 当事人相

同+ 诉讼请求相同% 但请求理由不同

是否属于重复诉讼0 司法解释第
!()

条专门针对上述问题作出规定% 对于

重复诉讼的理解与把握提供了较为明

确的标准% 为民事诉讼司法实践提供

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框架*

不过% 有学者认为% 司法解释第

!()

条的规定本身仍然有不明确之

处% 比如没有明确何为 -诉讼标的$

等* 有学者认为% 应当明确诉讼标的

与诉讼请求的关系% 从大陆法系的理

论来看% 两者是同一的* 同时% 司法

解释本身也并未针对不同的诉的类型

作出不同的区分性规定* 因为诉讼标

的因诉的不同类型而会有不同的界

定% 对不同诉的类型% 其诉讼标的的

识别标准会有所不同* 另外% 有学者

表示% 即便诉讼请求不同% 但当事人

双方争点相同时是否构成重复诉讼%

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规定* 同时% 禁

止重复诉讼与判决的既判力是一种什

么关系 % 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 * 因

此% 从上述方面来看% 该条规定仍有

待完善*

证据" 证明制度

关于证据制度部分% 司法解释在

吸收了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 依据民事诉讼法学

理论与司法实践% 作出了更为细致的

规定*

!"+$

年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

证据制度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较为具

体的问题*

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司法解释关于

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绝大多数学者

认为% 举证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没有必

要存在* 证明责任这一概念足以反映

证明责任本身的内涵* 举证证明责任

这一概念反而会形成对学界已有概念

的干扰和冲击* 也有学者提出% 应将

证明责任本身区分为抽象证明责任与

具体证明责任% 在此基础上对证明责

任理论进行新的建构*

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的具体

适用问题% 学者们虽然存在争议% 但

大多数人认为% 这一分配原则基本上

是可行的* 民事诉讼法第
,$

条是关

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 司

法解释从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角

度进行了规定% 并吸收了相关理论研

究成果 % 细化了证明责任的分配原

则* 有些具体和特殊的情形% 需要在

实践中通过具体的判例来加以明确%

因此希望对于证明责任分配比较特殊

和比较困难的情形% 应当在判例中予

以说明* 通过司法判例的解释% 逐渐

形成统一的认识*

关于举证时效制度( 学者们对于

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的承担要件) 具

体实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

提出 -司法解释规定还存在证据失权

宽松化+ 证据失权条件规定原则化+

保障措施行政化$ -新的证据的规定

模糊化等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 民

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时效的规定实际意

义不大% 亦无可操作性* 司法解释又

进一步放松了举证时效的限制% 规定

为只要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 就

应当采纳* 这一规定值得探讨*

关于司法解释第
*%

条第
$

项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所确认的事实&( 学者们争议的焦点

是( 这一规定是否确定了一种法律上

的裁判效力' 多数学者认为% 免责本

身并不是判决本身的约束力* 因为在

不同的诉讼空间对事实的认定会不

同% 因此% 法院认定的事实本身并非

是客观真实% 也是相对真实* 后诉法

院因而并不当然受前诉法院事实认定

的约束* 当然% 前诉法院认定的事实

会对后诉法院产生影响% 其具体影响

由后诉法院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具体裁

量*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该条规定的

是一种法律上的裁判效力% 是一种积

极性的既判力*

关于证明标准( 司法解释首次明

确了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和特殊

证明标准' 有学者认为% 特殊证明标

准排除合理怀疑没有意义* 具体情形

应当结合实体法 % 由实体法加以规

定* 关于书证的提出义务% 有学者认

为% 在目前情形下% 规定书证的一般

提出义务% 不具有可操作性* 当事人

很容易以权利保障为由抵制书证的一

般提出义务* 因此% 现阶段还是应该

在实体法当中对于书证提出义务具体

加以规范% 或者进一步明确书证提出

义务的具体条件% 否则难以实施% 强

制施行有可能导致滥用*

公益诉讼和小额诉讼

关于公益诉讼问题 %

!"+$

年学

者们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

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问题+ 关于在公益诉讼中所要遵循的

程序规则+ 关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

问题+ 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问题+ 公

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 司法解释对公

益诉讼制度予以细化% 从制度设计来

讲% 虽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需要予

以完善 % 但总体上制度架构基本形

成* 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 主要不在

于制度本身% 而在于公益诉讼的社会

环境* 理论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 虽然还欠缺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但从检察机关的监督性质而言% 障碍

不大*

也有学者认为% 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不应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因

为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

的原告类型不同 % 具有相当的特殊

性% 这些特殊性使得原告与被告之间

的力量对比+ 举证能力等都与一般环

境侵权诉讼存在明显不同*

!"+$

年 % 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关

于小额诉讼的问题% 主要关注点在于

其 -一审终审 $ 的特点 * 有学者认

为 % 该特点使得小额诉讼的功效大

减* 也有学者认为% 司法解释关于小

额诉讼制度的设计并没有使得小额诉

讼在审判质量和审判效力方面有明显

的改善% 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的时间还

较长* 还有学者提出% 小额诉讼程序

中的裁判文书不够简化*

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学者们讨论较

为激烈的问题* 司法解释虽然对第三

人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予以适度细

化 * 但是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

究 % 比如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适

格问题 %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

的关系问题 %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

外人异议之诉 + 再审之诉的关系问

题 % 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普通诉讼

规定于民事诉讼法总则是否适当的

问题等 *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 主

要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本身涉及

到了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最为基础的

理论即既判力制度问题* 因此% 有学

者表示% 若未确立既判力制度% 尤其

是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那么就很难对

第三人与案外人进行清楚的界分% 同

时也就很难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

人异议之诉+ 再审之诉等予以协调*

只有首先确立了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才能确定适用该制度*

有学者认为% 司法解释规定了适

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个重要要件是

前诉的生效判决+ 裁定主文% 调解书

当中处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果错

误影响第三人利益% 可以说对第三人

撤销之诉从客观范围上进行了限缩%

那么% 对主观范围也应作些限定*

既判力制度

学者们认为% 要落实终审和诉讼

终结制度% 应当完善关于判决效力的

制度体系建构% 建立既判力制度* 民

事诉讼法虽然于第
+!(

条第
$

项间接

规定了既判力效力% 但是由于没有对

既判力的主体范围+ 客体范围+ 时间

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在实务操作

中很难将终审+ 终结案件落到实处*

有学者认为% 由于我国民事程序法以

及民事实体法 !物权法) 债法) 婚姻

家庭法) 公司法等$ 有关既判力制度

的缺失% 导致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判

决实质拘束力存在认识分歧% 影响了

人们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同

时% 有学者认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

法尚未明确规定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导致民事诉讼法在第三人权益的程序

保障方面存有缺陷% 也造成了实践中

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运用的不一*

如何将既判力制度化% 有学者认

为% 需要明确以下要素性规范, 一是

明确规定% 只有确定判决主文中关于

诉讼标的的判断有既判力 !既判力客

观范围的原则$* 二是作为例外% 关

于抵消请求成立或不成立的判断也具

有既判力* 三是明确规定% 确定判决

的效力对诉讼的当事人有效力% 即既

判力相对性原则* 四是作为既判力相

对性原则的例外% 诉讼系属后的承继

!继受 $人 %及为当事人或其承继 !继

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有效力*

为他人的利益而作为原告或被告者的

确定判决% 对于该他人也有效力* 五

是对法院在诉讼口头辩论 !法庭辩论

终结$ 时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或法律

义务关系的判断% 当事人不得在后诉

中提出矛盾的主张/ 后诉也不得作出

与此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制度一旦

如上述制度化后% 根据既判力相对性

原则% 他人之间的判决在没有扩张的

正当性根据的情形下% 对第三人没有

约束力% 因此% 当他人之间的判决损

害第三人利益时% 第三人可以以该诉

的当事人 !原告或被告$ 作为被告提

起一般民事诉讼 !给付之讼或确认之

诉$%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执行程序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 学者们呼吁尽快制定民事强制执

行法* 民事强制执行法是与民事实体

法相配套的民事程序法% 是实现债权

人的民事权利的动态法* 在债务人缺

乏诚信甚至恶意逃债的情况下% 没有

强制执行法的保障% 民法中的权利保

护是残缺不全的% 民事责任的追究就

失去了意义* 司法解释在吸收先前的

司法解释经验基础上% 为解决新的司

法实务问题% 对执行部分进行了较为

细致+ 系统的规定* 学者们也对执行

部分的规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此外% 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衔接问题% 学者们

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

以执行时效取代请求权时效不妥% 应

当予以改变* 如果理清执行时效的基

础% 将有可能涉及执行体制的根本问

题* 不过% 也有学者认为% 民事强制

执行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审执分离的

问题* 审执分离主要是法院审判权与

执行权的内分问题* 外分问题涉及分

离与解决执行难的关联问题% 不仅需

要付出很大的调整成本% 而且对于解

决执行难没有实质意义% 因此没有必

要外分* 在内分方面% 需要进一步深

化+ 理顺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 尤

其是在法院对执行人财物的管理问题

上% 需要与审判的管理区分开* 按照

执行体制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管理* 审

判与执行在人事体制上也应该加以区

别* 执行的人事体制改革应当进一步

深化和推进*

#作者分别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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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法执字第
*/0

号
王新苹!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布吉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
的1

!"+(

2深龙法民三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由于你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在执行过程
中% 本院依法委托有关评估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深圳市
龙岗区宝龙工业区振业峦山谷花园 1一期2

+

栋复式
*-

房产1房产证号,

,"""($++**

2进行评估%评估净值为人民
币

+')$)!"

元1详见深新永基评字
.!&+$/++&+*

号评估报
告书2'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公告向你送达评估结果'自
公告之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

请你自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并附相
关证据'逾期不提出%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强制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邹智勇&张小云!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与你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 本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后作出裁定书%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向你送达 '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 1

!&+$

2深龙法立保
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及查封财产清单' 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附裁定内容,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
请人邹智勇+张小云名下价值人民币

!,%&%,0*%

元的财
产'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
本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周祥权! 本院受理赣州龙城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判令你归还饲料款
+'+''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1

!"+$

2

章民四初字第
!'%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举证及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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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沙石法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张绍军#

/**--**123.*./*,*2

%!本院受理石红光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1

!"+$

2

渑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偿还石红光借款
("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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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刘明泉&刘远久&曾学!本院受理国诚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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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那智不二越1上海2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1号码

+"!"""$!1!%,*&$,,

%金额
#&&&&&

元整%出票
人浙江缙云韩立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行% 到期日

!&#,

年
!

月
#)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2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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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无效'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张翔&张月平&王凤飞&张月军&张月夫&王仲海&俞燕&宁
夏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港汇物资有限公司&浙江
港都商贸有限公司 &诸暨市卧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港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港汇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
上诉人张月林与你们及贵溪市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1

!&#$

2鹰
民一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及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延臣!本院受理汶上鸿达石材制品厂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1

!&#$

2汶商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杨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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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冲&武汉中汇鑫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文
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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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冲&武汉中汇鑫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纹
全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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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即视为送
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

%&

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赵洪全! 本院受理刘燕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1

!&#(

2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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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金树!本院受理李翠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1

!&#$

2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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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祥!本院受理何庶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1

!&#%

2新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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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留念&李爱静!本院受理陈娇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西民二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红杰&洛阳山菊食品有限公司&张云鹏&张运平!本院
受理洛阳信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1

!&#$

2西民二初字第
*%)

号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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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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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
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胡战伟&田育红&叶富辉!本院受理洛阳信杰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

西民二初字第
*(%

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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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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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2%"

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富民达建材有限公司&洛阳坚诚轴承有限公司&殷
汝阳&尹灿民&姜纪元&王栋梁!本院受理洛阳市市区农村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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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西民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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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家全!本院受理朱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

3!&+$5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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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张文书&刘颖!本院受理李英杰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现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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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3

节假日顺延
5

在
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张涛!本院受理四川华一电器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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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3

节假日顺
延
5

在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四川万达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西电产品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及四川豪特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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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3

节假日顺延
5

在
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建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徐寒诉你公

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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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
3

节假日顺延
5

在本院新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资阳市开泰纸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四川省广汉市包
装装潢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

3!"+$5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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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成都箫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汉市新丰镇金
华村村民委员会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

3!"+$5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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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安新军&张翠丽!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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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凯灵沃特净水材料有限公司&李龙 &李保卫 &耿秀

华!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支行诉你们及淄博
西普玻璃有限公司+马红卫+纪玉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1

!"+$

2 张商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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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莉&王勇俭!本院审理山东齐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

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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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孔雪梅&韩志刚!本院审理山东齐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1

!"+$

2

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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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山东清淳供水有限公司& 沾化县盛威置业有限公司&李

敏&李纲&李坤!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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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东省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晓坤物资有限公司& 沾化县盛威置业有限公司&李

敏&李东昭&李坤&李纲&薛凤霞!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共青团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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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旭捷物资有限公司 & 山东清淳供水有限公司 &李
敏&李坤!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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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东省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旭捷物资有限公司&淄博业锐资产经营服务有限公

司&沾化县盛威置业有限公司&李敏&李东昭&李坤&司志国!

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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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马新生&刘会芝!本院审理山东顺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冯根祚!本院审理山东顺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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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冯作银&杜玲!本院审理山东顺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保证合同一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

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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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赵志军&王春艳!本院审理山东顺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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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孙海霞&鲁钢!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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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山
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刘展&刘淑业&由业芬!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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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万福鑫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双兰工贸有限公

司&淄博海玄真空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淄博达迦马餐饮文化有
限公司 &刘海峰 &路宁 !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 ' 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1

!"+$

2张商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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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诉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高思贡!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肖炜1曾用名,肖培中2与被申

请人王斐斐+被申请人高思贡+原审被告淄博赛远机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本案已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

2张商再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循毅&高美英!本院受理高庆贵+房崇爱+高杰+高名钰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
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名单+诉讼风险提示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

日内%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后
+$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院马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赵希军&刘向华!本院受理曹自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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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人
员名单+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

日内%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1节假日顺延2在本
院马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王毅胜!本院受理李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0

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1

!"+$

2张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马尚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国魁! 本院受理傅玉芝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1

!"+$

2张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马尚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玲!本院审理孔文涛诉赵明成+傅怀民+杨凤菊+张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因被告赵明成不服判决 %就 1

!"+!

2张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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