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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支付令效果的程序治理
民 商 焦 点

◇ 郭 奎 刘 芳

析 疑 断 案

原告未开具发票， 被告未支付货款———

本案被告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 王万松 刘元敏

出租人对承租人商标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司 法 实 践

◇ 赵 克 陈 聪

支付令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

债务人签发的督促其履行债务的法律文

书。 支付令是一种高效、 便捷、 经济的
债权实现的方式， 特别是新修订的劳动
法将支付令作为工人高效维权的一种方

式加以推出， 是小额速裁程序有益和必
要的补充， 但在审判实践中， 却很少有
人申请支付令。 支付令作为非诉债权实
现方式还有无存在的必要， 是什么原因
使支付令成为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的
“鸡肋”， 我们如何从程序设计方面优化
支付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

此文进行粗浅探索。

支付令的功能

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需要有与之相

适应的诉讼程序加以解决， 督促程序就
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债务人逾期
不予清偿的案件， 通过简便快速的方式
督促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司法程序。

1.支付令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 有
利于提高案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支

付令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有助于缩短债权实现时
间。 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对债权人提
出支付令申请的， 人民法院在 5 日内审
查决定是否受理， 如决定受理， 应当在
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
令 ，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
15 日内清偿债务。 而诉讼案件审查期
限是 7 日， 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
期限是三个月， 普通程序是六个月， 当
事人不服的可在收到判决书后起十五日

内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 从法律规定上
看， 督促程序的债权实现期限远远小于
诉讼程序债权实现期限。 （2） 手续简
便， 只需一份支付令申请书即可， 无需
开庭。 法院直接对债权人提供的事实、
证据进行审查， 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合
法即可发出支付令 ， 无需开庭审理 。
（3） 降低债权实现成本。 一方面， 申请
支付令无需开庭审理， 可以省去代理人
出庭的费用； 另一方面， 申请支付令的
申请费仅是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 1/
3。 以 10 万元标的为例， 申请支付令仅
需 766 元 ， 如果诉讼则需要缴纳 2300
元， 节约了 1534 元。 同时， 支付令的
管辖不受标的数额限制， 可以就近选择
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申请， 避免到上一

级法院诉讼， 减少奔波之苦。
2.支付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案

多人少的矛盾 ， 提高司法效率 目前 ，
各级法院案件均呈普遍增长态势， 案多
人少矛盾突出。 支付令在解决案多人少
矛盾有其独特优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通过申请支付令可以过滤掉大量
简单案件， 让法官有更多的精力处理疑
难复杂案件； 支付令不需要开庭审理，
经当事人申请即可以启动审查程序， 减
少人力、 物力， 节省了审判资源。

支付令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1.债权人不愿申请支付令 根据以

随机抽取到法院立案的债权人进行的问

卷调查 ， 对支付令制度不了解的占
45%， 支付令因义务人提出异议容易导
致失效的占 32.5%， 双方矛盾争议较
大、 不宜申请支付令的占 22.5%———通

过以上调查， 债权人不愿申请支付令的
原因有： （1） 法律宣传不到位， 债权
人不知道有支付令督促程序 。 1991 年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即规定了督促程序，
但对于非诉矛盾纠纷解决模式是近几年

刚刚兴起并被人们逐渐认知的一种纠纷

解决机制， 对于督促程序， 只有司法工
作者能够了解其运作程序以及实际价

值， 广大群众对此不甚了解。 （2） 支
付令因债务人提出异议， 容易导致支付
令的失效与执行程序终结。 债务人在法
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 人民法院无须
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 应当直接裁定终
结督促程序。 依此规定， 人民法院仅对
债务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 只要
异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即
可认定异议成立， 支付令失效。 同时，
支付令还会因申请人的行为导致督促程

序终结。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的规
定： 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
后， 经审理，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当
裁定驳回申请： 当事人不适格； 给付金
钱或者汇票、 本票、 支票以及股票、 债
券、 国库券、 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
券的证明文件没有约定逾期给付利息或

者违约金、 赔偿金， 债权人坚持要求给付
利息或者违约金、 赔偿金； 债权人要求给
付的金钱或者汇票、 本票、 支票以及股
票、 债券、 国库券、 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
价证券属于违法所得；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
之前已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或者申
请支付令同时又要求诉前保全。

2.部分法院与律师不建议当事人申
请支付令 部分法院与律师不建议当事

人申请支付令， 其原因： 一方面支付令
无需开庭， 无法收取出庭费用； 另一方
面律师、 法律工作者的价值无法体现。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法官不愿意

启动督促程序的原因进行调查， 随机抽
取一线法官 30 人次进行问卷调查， 其
中： 支付令因债务人异议容易导致督促
程序终结， 支付令失效， 前期所做的工
作都将宣告作废， 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
有 14 人， 占 47%； 支付令具体操作程
序规定过于简单 ， 缺乏详细的操作规
程， 适用起来会面临很多新问题无法解
决的 4 人， 占 13%； 支付令案件多为债
权类案件， 案情简单， 容易调解， 适用
支付令将影响调解率等考核指标的有

12 人 ， 占 40%。 通过以上调查可知 ，
法官不愿启动督促程序既有法律法规不

完备的原因， 也有法院考核评价制度原
因所致。

优化支付令效果的程序治理

1.提高支付令申请成功率 （1）
加强督促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
提高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的积极性 。 对
于支付令申请条件及程序 ， 支付令异
议的效力以及督促程序终结的情形等，
应当予以宣传 ， 引导大家通过非诉程
序快速化解矛盾。 1988 年， 法国因为
收取没有支付的款项而向法院提起诉

讼中 ， 已有四分之三的债权人是在
“指令支付” （即督促程序） 简易程序
范围进行诉讼 。 建议我国法院首先在
立案阶段 ， 由立案人员对符合申请支
付令条件的案件进行分流引导； 其次，
通过新闻媒体 ， 发布关于申请支付令
的典型案例 ， 引导当事人自觉选择申
请支付令 ； 第三 ， 加大支付令案件的
执行力度， 进一步突出支付令 “快速”
的效果。 （2） 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书
面异议 ， 进行有限度的实质性审查 ，
即对于不需要双方举证 ， 属于众所周
知的事实 、 定理 、 规律 ， 或经过计算
或简单分析即可确定的事实 ， 可以直
接认定 。 例如被申请人对债务本身无
异议 ， 但提出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 ，
经审查借条是在两年内出具 ， 可以直
接认定异议不成立 。 对于有限度的实
质性审查 ， 要把握无需举证和常识分
析两个限度 ， 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听证
等形式给予双方申辩陈述的机会。

2.实现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无缝
对接 将诉讼程序作为督促程序的后

备和保证 ， 能够使债务人慎重运用支
付令异议权 ， 提高支付令的效果 。

（1）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时受理法官应
询问申请人 ， 如支付令申请失败是否
愿意由法院直接转入诉讼程序 ， 如债
权人同意 ， 在支付令失效或督促程序
终结后由法院直接立诉讼案件 ， 进入
诉讼程序 ， 无需当事人亲自到法院重
新立案。 （2） 在转入诉讼程序时， 以
前缴纳的申请费用直接转作诉讼费用，
实行多退少补。 （3） 无需申请人重新
递交诉状 ， 由申请书代替诉状 。 （4）
自被申请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即开始

计算举证和答辩期限 ， 无需再重新给
予被申请人举证和答辩期限 ， 被申请
人的书面异议书可作为诉讼案件被告

的书面答辩， 可直接安排开庭。
3.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操作流程

目前 ， 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操作流程 ，
主要见于民法通则及其解释以及最高

院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这些规定对于一套诉外矛盾化解机制

来讲规定过于笼统 ， 缺乏可操作性 。
例如 ， 对于担保案件担保人是否能申
请支付令 ； 对于被申请人对于债务部
分提出异议 ， 对因部分异议而失效的
部分是适用裁定予以确认 ， 还是收回
原支付令重新下达新的支付令等 ， 现
行的法律法规未给予明确规定 。 督促
程序是一种通过非诉的方式来解决诉

的程序 ， 因此它具有很多诉的性质 ，
我们应可以借鉴诉的规定对督促程序

加以完善 。 （1） 确立异议证据制度 。
现行的督促程序 ， 对于异议人提出异
议仅进行形式审查 ， 只要提出书面异
议即可 ， 容易导致异议滥用 ， 应当要
求异议人在提出书面异议的同时提供

相关证据 ， 对于证据真实性 、 客观性
和关联性可不予实质性审查。 （2） 确
立异议审查回避制度 ， 异议人提出异
议时有权知道异议审查人 ， 异议人认
为异议审查人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

十五条规定的回避情形的 ， 可以申请
异议审查人回避 ， 关于回避的确定可
以参照诉的规定予以确立。 （3） 确立
支付令错误救济制度 。 最高院的适用
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第十一条赋予了法

院院长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提出重新

审查的权利 ， 同时也应当赋予债务人
对已经生效的支付令提起重新审查的

权利。 （4） 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 对
督促程序实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

题制定相应制度设计， 破除支付令的梗
阻， 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

（作者单位：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
民法院）

【案情】
中原化工厂与日美公司长期发生

业务往来， 由日美公司购买中原化工
厂生产的货物 。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双方终止买卖关系。 同日， 经结
算 ， 日美公司欠中原化工厂货款
6.1 万元 ， 为此日美公司向中原化
工厂出具加盖公章的欠条一份。 后日
美公司于 2012 年 1 月至 9 月分五
次以支付货款和以货抵款等形式偿还

2.56 万元。 余款 3.54 万元至今未
还。

中原化工厂起诉到法院， 要求日
美公司偿还余款 3.54 万元及其利
息。

诉讼中， 被告日美公司辩称， 原
告化工厂未出具增值税发票， 使其无
法报账， 只有在原告开具发票后才能
支付剩余的货款 3.54 万元。 但日美
公司未向法庭提供关于双方约定由原

告向其提供增值税发票的有关证据。

【分歧】
本案审理中， 有两种观点： 一种

认为 ， 原告未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
票， 被告无法在财务上入账， 故被告
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只有原告
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 其才可支付剩
余货款。 第二种观点认为， 双方基于
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应予以履行， 但合同中并没有签订原
告必须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

款， 且被告方所负未经约定的开具发
票的义务， 只属于附随义务， 故被告
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

【评析】
本案中， 原、 被告之间是一种买

卖合同关系， 双方基于同一双务合同
而产生互为债务的关系， 而原告又确
实未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 被告为
此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付货款似乎

符合条件， 但笔者认为本案不适用同
时履行抗辩权， 理由如下：

1.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互负
债务， 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应当同
时履行。 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
绝其履行要求” 之规定， 同时履行抗
辩权的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1）
双方当事人须基于同一双务合同而互

负债务， 这是双务合同履行性质上的
牵连性决定的； （2） 须双方互负的
债务均已届清偿期； （3） 须双方没
有履行债务； （4） 须双方的对等债
务是可能履行的。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基础在于双务

合同功能上的牵连性。 所谓双务合同
功能上的牵连性， 是指双务合同当事
人一方的履行义务与对方的履行义务

互为前提， 一方不履行， 对方原则上
亦可不履行， 只有如此， 才能维持双
方利益的平衡。 可主张同时履行抗辩
权的， 系基于同一双务合同而产生的
对等给付。 其中当事人的互负债务，
要求双方债务是具有对价或牵连关系

的， 而这种关系， 主张强调履行与对
等履行之间互为条件、 互为牵连， 而
非强调在经济上互为对价。 主给付义
务与附随义务原则上不能发生对价、
牵连关系。 双方义务是否有牵连性，
还应主要依据当事人的意思、 合同的
规定， 并结合通常交易习惯、 诚实信
用原则加以综合判断。

2.卖方所负未经约定的开具发票
的义务， 属于附随义务， 对方当事人
不能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在普通的

买卖关系中， 出卖人负有以下主要义
务： 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
权于买受人； 权利瑕疵担保和物的瑕
疵担保义务 ； 交付有关单证和资料
等 。 买受人的主要义务为 ： 支付价
款； 受领标的物； 及时检验交付标的
物等义务。 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当
事人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
惯所应当承担的有关义务， 它在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主给付义务， 使债
权人的利益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 主
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主要区别为 ：
（1） 主给付义务是依据法律的规定、
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据合同的性质产生

的， 而附随义务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而产生的义务。 （2） 主给付义务是
事先确定的， 直接决定合同关系的成
立； 附随义务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
以发生 ， 而不受合同性质的限制 。
（3） 违反主给付义务将构成根本违
约， 而违反附随义务， 不构成根本违
约， 因此不能以双方当事人违反附随
义务为由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拒
绝履行自己的全部义务。

关于交付有关单证和资料， 合同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 “出卖人应
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

付提取标的物单证， 并转移标的物所
有权的义务。” 那么这个义务的性质
是什么， 是主给付义务， 还是附随义
务 ？ 主给付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
有、 必备、 直接影响到合同当事人的
订立合同目的的义务。 由此可见， 出
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在双方签订合同

时没有明确约定成为合同内容时， 则
不属于主给付义务， 而应当是附随义
务。

本案中， 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对
价或牵连关系的债务应该是原告对被

告的交货义务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相

应货款义务， 而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
税发票的义务只能是原买卖合同中的

一个附随义务， 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
款这一义务并不能构成对价、 牵连关
系， 故不能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以拒
绝履行自己的全部义务。

3.不履行开具发票义务的担责问
题 在交易过程中， 对于卖方而言，
开具发票的行为既是交易习惯， 也是
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时应予附随履行

的合同次要义务。 由于发票是可以作
为直接债务凭证使用的， 一旦一方向
对方开具了发票， 即可认定其已收到
对方的货款， 如果对方违背诚实信用
原则 ， 在收到发票时而拒绝支付货
款， 则将给开具发票的一方当事人造
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故在一般的交易
习惯中， 销售发票应当是在对方付款
之后再根据所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予以

开具的。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 根据发
票管理法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在买
卖交易中出卖方负有开具发票的义

务， 如果出卖方不履行该项义务时，
买受方应当单独诉请履行， 而不应在
出卖方主张权利的同时， 以对方未开
具发票为由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拒
绝付款。 据此， 本案被告可以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向原告提起反诉或另案
提起诉讼， 独立请求原告履行开具有
关发票的义务和赔偿所致的损失。

（作者单位：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
区人民法院）

承租人以出租人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或者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经营行为统一管

理， 而承租人在经营过程中侵犯他人商
标权的， 出租人是否应负法律责任及应
负何种法律责任———对此， 司法实践中
观点不一。

笔者认为， 出租人对承租人在商标
侵权案件中的责任和租赁关系的类型相

关。
１.对于承租人以出租人名义从事经

营活动的情形 （指出租人主动为之和默
许， 不包括其不知情的情形）， 应视为
出租人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 承租人经
营中如有商标侵权行为， 应由出租人承
担责任。 关于这点， 无论是从行为外观
抑或从行为人过错方面进行考察， 让出
租人承担责任都是合理的。 首先， 从行
为外观上看， 承租人是以出租人名义进
行经营， 特别是在商标侵权案件中， 消
费者很可能是根据出租人的声望选择消

费。 尤其是商场或酒店大厅向消费者出

售了涉案侵权产品 ， 并由商场或酒店
为消费者统一结算并开具发票 ， 消费
者有理由相信商场或酒店系侵权商品

的实际销售者 。 而且 ， 在商场或酒店
销售商品肯定要比在小摊小贩处销售

同样商品要更加能吸引消费者 ， 这也
增加了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可能性 。 其
次 ， 从出租人过错来看 ， 既然出租人
同意承租人以出租人名义进行经营 ，
那么就应该对承租人的经营行为进行

监管 ， 而且其实际上对销售商品的种
类以及日常规范等方面进行了管理 ，
不属于善意出租人， 其主观上有过错，
应当对承租人的经营行为是否侵权承

担较重的注意义务。
２.对于承租人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

活动， 但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经营活动统
一管理 (如要求统一着装、 统一开具发
票等等) 的情形， 出租人的行为是对承
租人侵犯商标权的一种帮助行为， 应和
承租人一起负连带责任 商标法第五十

二条第五款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给
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

的” 是一个兜底条款， 《商标法实施条
例》 第五十条规定的 “故意为侵犯他人
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 运输、
邮寄、 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属于商标
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所称的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 该条款是商标侵权中
关于帮助侵权的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
的一般原理， 成立帮助侵权应具备以下
几个要件： （1） 帮助人实施的帮助行
为通常是积极行为； （2） 帮助行为与
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 （3） 帮助行为均出于故意。 结
合 《商标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条规定来
看， “提供便利条件”， 是指促使进行
某种行动或完成某项职能的外部因素，
包括但并不仅限于仓储、 运输、 邮寄、
隐匿行为 。 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统一管
理， 客观上形成了方便承租人商标侵权
的外部行为， 主观上对承租人的商标侵

权行为具有过错， 该种行为应属于实施
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侵权行为， 也符合
侵权责任法上的帮助侵权构成要件。

３.承租人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 出
租人不干涉承租人的任何经营活动， 则
出租人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承担责

任的前提是负有义务 ， 无义务则无责
任。 因此， 对义务的界定是确定责任的
重要基础。 对于纯粹的租赁关系， 我国
合同法概括性地规定了出租人就房屋出

租所承担的义务， 包括提供符合约定要
求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和及时检查、 维
修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除此之外， 没有
任何其他义务。 德国法也认为， 一个人
只有法律上和实际中有义务且有能力对

该活动进行控制才能被判令承担法律责

任。 因此， 出租人没有监管承租人的销
售行为是否侵犯他人商标权的义务， 也
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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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红：本院受理的（2013）一中知行审前字第 556 号原告蔡
合旺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向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及原告
证据、 答辩状及被告证据、2013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二审判区第 7 法庭开庭传票、 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次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方提交意见陈
述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次日起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区第 7 法
庭公开审理本案，届时你方若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惠州韩花机电设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诉惠州韩花机电设备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凯郝威（惠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整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蔡元伟、蔡娇龙：本院受理原告张艳玲诉你们及杨金航借

贷纠纷一案，诉讼中，被告杨金航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
于 2013 年 2 月 16 日作出（2012）老民初字第 1229-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杨金航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杨金
航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陕西展鑫矿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李红科：本院受理王
厚春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日上午 8

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宏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黄冈市楚通路
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姚文祥、朱代良、红安县鄂东公
路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理。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妙珍、汪成贵、唐冬冬、孙绳政、陈翠珍、淮安闽翔建材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洪泽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洪泽县人民法院

天津德祥（集团）有限公司、夏伟：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
营业部因与今晚报社及你们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
高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 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
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已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本院（2012）民申字第 210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德祥（集团）有限公司、夏伟：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营
业部因与今晚报社及你们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天津市高
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二终字第 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
再审。 本院经审查，已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本院（2012）民申字第 1416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建盛抗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殷江红：杨其明因与南通
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你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新民一终字第 132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已载定由本院提审本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2）民申字第 141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辽宁中科高科技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沈阳办事处因与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以及你单位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民二终
字第 79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已裁定由
本院提审本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申字第 46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栗大孝、刘扬、杨翠、杨尚瑾：范俊厚因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一终字第 13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已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3）民申字第 52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阳泉市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建党、邢俊明、李俊
峰、李艳：申请再审人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
人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佳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阳泉市众泰预应力线材制造有限公司、阳泉市桃南加油站
有限公司、阳泉市如日经贸有限公司、阳泉市亚昊经贸有限公
司、阳泉市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邢俊明、李俊峰、李艳及一审第三人郑建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民终字第 93 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裁定指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2）民申字第 421 号民事裁
定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华炫（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大微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司公告送达（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 2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送达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海事法院

海宁市赛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祥威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 3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送达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海事法院

苏州腾鸿电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无锡森兰电气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3）崇商初字第 04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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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
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东莞市宏图实业有限公司：本会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受理
申请人广东省旭鑫针织总厂与你司合同纠纷一案，并已组成合
议仲裁庭，定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 15 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不
公开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请你司速到本会办理
相关手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会将依法裁决。 韶关仲裁委员会

2013年 7月 1日

根据刘定庄股东在《人民法院报》公告通知安排，2013 年 7
月 25 日按原布置召开了全体实际出资股东参加的股东会议，
并作出如下决议：1、限定向宓、向瑾凡、毛晨曦、向健、苏兰、白
凯丰、李意全、杜国清等八人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前返还抽逃

注册资本 2040 万元，逾期未返，则取消股东资格；2、选举李春
高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解除白凯丰的执行董事
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3、限制抽逃注册资本股东（实际未出
资股东）的股东会议表决权、剩余财产及利润的分配权；4；收缴
公司行政和财务印章、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各种证照，
交由刘定庄保管：5、 依法追究责任人向启福的民事和刑事责
任。 公告人：公司监事刘定庄

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各出资人：鉴于民航云南客贷代理公司
（以下简称客货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韵经营过程中挪用客货公司资
金，于 2011年 3月 16日被经侦支队立案调查，同年 12月 13日被
采取强制措施。工商管理部门为此责令客货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
更登记。 张韵在被司法调查期间，未召开过任何一次出资人会议，以
致客货公司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今无法开展正常经营活动。 近日，
张韵更指使他人到客货公司的办公场所滋事， 给社会稳定造成隐
患，已引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为保护客货公司各出资人的合法利
益，摆脱客货公司的经营管理困境，现出资人李兴富根据有关规定
通知各出资人出席出资人会议。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会议时间：
2013年 8月 10日 9时 30分；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 296号祥鹏
航空大厦二楼；会议主持人：李兴富。 审议议题：一、选举客货公司新
的法定代表人。 二、修改《公司章程》。 三、指定办理客货公司法定代
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的代理人。 通知人：李兴富

2013年 8月 1日

长春宇阳科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九台市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长春宇阳科贸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2012）九民初字第 984号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44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长春宇阳科贸有限公司所有的座落于九台
市卡伦镇内的土地 1602.9平方米、证号为卡 1067009号；房屋证
号为 200400140号、20020132 号、20020129 号、20020131 号及附
属设施，查封期间不许转移、变卖、抵押、典当、赠予等处分行为，
需要转移、变卖、抵押、典当、赠予处分应通知本院。本裁定书送达
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九台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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