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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行医违方的法律责任
□
人食五谷，沐风栉雨，逃不过疾
病；生病后，总要寻医问诊，以求身心
之健康。
然而，医事非神事，医疗过程中时
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果缘由多
种，其中有一种或为敏感、或为医者讳
的现象，就是医生不遵照或者违背医方
诊治病患。
当然，导致此现象的原因也很复
杂，或因疑难杂症而不得已做医学上的
尝试，或因主观上的过失而造成的误
诊，或因谋求一己私利而将患者的生命
健康视为投注的“筹码”，不可一概而
论。但无论怎样，此现象如今已然成为
世人关注的焦点，躲不开，也遮不住
了。既已公之于众，不妨借机做一做功
课，无论医者患者，还是监临主司，或
许都该在世人面前、在法律面前讲一番
道理，讨一个说法，而不再是仅仅摆一
个 pose 吧。
假如时空可以折叠，偶然走进历史
的某一时刻，在那时的社会中，会不会
有上述有关医疗的问题？此样的问题又
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对待？
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
1300 年 前 ， 那 个 “ 不 废 江 河 万 古 流 ”
的永徽年间吧。那时，除了即将开启一
段中国文学史上的盛唐诗情外，更重要
的是，公元 650 年，唐高宗命长孙无
忌、李绩等人开始修订 《贞观律》，又
将疏议附于律文之后正式颁行，称 《永
徽律疏》。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
整的古代法典，明清时期又称 《唐律疏
议》（下文所引唐律基 本以 《唐 律 疏
议》 为准。实际上，除了唐律之外，唐
令中有“医疾”篇专门规定医疗活动的
法律责任问题，可惜遗佚不见了）。
接下来，本文主要以 《唐律疏议》
的相关规定为法律文本基础，围绕“违
背医方”而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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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行为因侵损财物而承担的法律
责任。
2.该行为因侵害人身而承担的法律
责任。
3.主管官员因该行为而承担的法律
责任。

因医师违方而诈取财物
唐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
取财物者，以盗论”（《唐律疏议·诈
伪》 卷二十五）。根据当时的解释，就
是医师 （生） 违背配药处方，欺诈治疗
疾病，并且随意增减药物及其剂量，以
求取财物的，累计其非法所得，以盗窃
罪论处。
那么，唐代法律对于盗窃罪的处罚
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据 《唐律疏议》 记
载，“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
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
加 一 等；五 十疋加 役流 ”（《唐律 疏
议·诈伪》 卷二十五）。也就是说，如
果医师 （生） 因欺诈治疗而取财的，累
计违法所得，根据不同的数额标准，依
法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唐代对于违法
所得或者财物的计算，主要以绢为一般
计量单位，如一尺绢或者五疋绢等。
如果以此来看，唐代绢的标准价值
究竟是多少，如何计算，特别是从日常
生活的角度来看，此一法定标准在当时
普通人的生活中大体上相当于怎样的经
济水平呢？据唐律相关规定，“诸平赃
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
（《唐律 疏议 ·名 例》 卷四），也 就
是说，根据犯罪地当时的物价折成上等
绢的单价来计算。
此 外 ， 唐 律 还 规 定 ，“ 诸 以 赃 入
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已费用
者，死及配流勿征，余皆征之”（《唐
律 疏 议·名 例》 卷 四）。还特别强 调

“盗者，倍备”
，也就是说，如果属于盗
窃的赃物或赃款，则应加倍征偿。

因医师违方而致人死伤
然而，以上讨论的仅仅是医师
（生） 欺诈治疗而求取财物的行为，那
么，如果医师 （生） 因违背医方而致人
伤害或者死亡的，又应当承担怎样的法
律责任呢？
对此，唐律明确规定，“诸医为人
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
者，徒二年半”，
“其故不如本方，杀伤
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
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
之”（《唐律疏议·杂律》 卷二十六）。
根据唐律之规定，针对不同的情节及后
果，行为人应当承担以下三种不同形式
的法律责任：
1.如果医师 （生） 给病人配药、题
写药物使用说明、施以针刺等治疗手
段 ， 因 过 误 （此 处 似 乎 不 同 于 “ 过
失”） 与医方不符，致人死亡的，判处
徒刑 （二年半）。
2.如果医师 （生） 故意违背医方，
致人死伤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
害罪论处；即便没有造成伤害，也要判
处杖刑 （六十）。
3.如果卖药 （不一定是医师，也可
以药商） 故意违背医方，致人死伤的，
也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
根据唐律相关规定，
“故杀人者，
斩”，
“ 故殴伤人者，加斗殴伤罪一等”
（《唐律疏议·斗讼》卷二十一），也就是
说，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判处死刑（斩）；
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比斗殴伤害罪加重
一等处罚，视情节及后果之不同而分别
可能判处笞、杖、徒、流等刑罚。
在本节所涉的违法行为中，需要注
意的是，如果医师 （生） 因过误而与医

方不符，只有在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才承担
法律责任。例如，唐顺宗时，杜黄裳任宰
相，有一次生病，
“医人误进其药”
，致使
病情加重，但杜黄裳却没有为此而发怒。
（ 《旧 唐 书 · 杜 黄 裳 传》 卷 一 百 四 十
七）。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该案的处理结
果，但根据唐律推测，该医师 （生） 似乎
不该承担法律责任。

主管官员之法律责任
在前述“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
者，以盗论”之律条中，尤为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唐律还明确规定了“监临之与凡
人，各依本法”（《唐律疏议·诈伪》 卷
二十五），也就是说，对医师 （生） 诊疗
疾病的活动负有监管之责的职官 （例如，
殿中省的尚药局、太常寺的太医署等） 与
普通人适用的法律、进而承担的责任也存
在差异。
对此，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
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
疋绞”（《唐律疏议·贼盗》 卷十九）。
也就是说，负有监临主守之职的机构官
员，在行医违方、诈取财物等情况下，
应当承担比普通人犯盗窃罪加重二等的
处 罚—— 实 际上，涉及 从笞、杖到徒、
流等不同的刑罚；同时，如果赃物或者
赃款达到法律规定的上限标准——绢三
十疋，即被视为突破了法律所能容忍的底
线，那么，该涉案的主管官员要被处以死
刑 （绞）。
史策昭昭，江河依然流淌。时至今日，
宪法在上，诸法在下。国之重器，一如达摩
克利斯之剑，悬在那里，世人都看得见。然
而，世人或许更想看到的是，正义，像清晨
第一节课上整齐划一的“老师好”
，像午后
棋盘上落子无悔的“将军”
，像夜晚入睡前
轻柔温暖的“晚安”一样，悄无声息地滋长
在人们平静而安稳的生活中吧。

必须重视对环境保护案件的审理
□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生态环境是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
系民生重大社会问题”，并且提出了“用
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产
环境。
”
立法
从世界各国的法制来看，环保法是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
个新兴法律部门，保护环境必须依靠健
全 的 法制 ，这 是各国实 践证明 了 的经
验。我国于 1979 年颁布了第一部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随着资源发展、
工业发展、
城市
人口集中、
城市生活的废物大大增加等，
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现象日益严重。
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从 1982 年以
来颁布了不少环保法律、法规，如：海洋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
治等等。此外还参加和签订了有关环境
方面的国际公约，
如：
防止海洋石油污染
国际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等。这些说明我国对环境保护很重视，
并且根据新情况还不断制定法律法规。
执法
人民法院审理环保案件首先依照环

申请公示催告

保法，但环保法与其他法有所不同，其特
点主要是：1.综合性。保护范围广，涉及
社会关系复杂；2.技术性。环境质量标准
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包括多种工程技术和
自然科学实践中常用的基本科学方法；3.
社会性。保护人类共同需要的生存条件，
符合社会、民族利益；4.共同性。环境保
护已超出局部地区，成为跨县、省、市甚
至跨国界的全球性现象。
涉及国际性的环保案件，多数是指海
事方面的案件。除一般海商案件外，也有
撞船、漏油污染等海事案件，一般由海事
专门法院处理，也有仲裁处理的。
我们各级法院根据环保法及有关环保
法规处理案件范围比较广，包括气体 、
水、海洋、河水、土地、矿藏、森林、草
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等。
除环境保护法外，还涉及到民法、刑法、
森林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渔业法、
土地管理法、食品卫生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水法以及文物方面保护的法律。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环保案件看，发
生纠纷原因也是很多的。以侵权行为 、
损害赔偿的案件为例，有废气、废水 、
废渣、粉尘、恶臭气体、危害健康气
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
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有的纠
纷并不是法院一家的判决所能解决的，

沈关生
还需要各方面的综合治理，有的还要科
学研究解决。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指出：“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根本好转。
”
审理
审理环境保护案件是人民法院审判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案件的类
型上来看，一般有环保行政案件，环境保
护侵权案件和追究刑事责任的环境保护刑
事案件。
环境保护行政案件。这类案件大部分
为公民或法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
没收、查封、停产等处分的决定，而向人
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或者由于公民或法人
不执行行政机关作出的规定，行政机关向
人民法院提起执行行政处分的诉讼，如：
林业部门对偷树处分罚款；卫生部门对随
便倒废渣罚款等等。
环境保护侵权案件。由于单位或个人
的环境污染行为，致使别的单位或个人受
到人身或财产损害，受害人可向环保行政
部门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
讼，如上游工厂废水流入河塘，使农民养
鱼、饮水卫生受侵。这类废水污染目前各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申请人成都西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因灭失由出票人台州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延津县煤炭
联顺模塑有限公司委托台州银行黄岩工业园区支行办理的，出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延津县煤炭公司管理人清偿
票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票面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
金额人民币 80000 元，收款人为台州市黄岩华冬模具加工厂的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31300051/46225279 号银行承兑汇票 1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相应身份证件，有委托代理人的，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延津县人民法院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
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裁定受理延津县机电设备公司申请破产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清算一案，
指定延津县机电设备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延津县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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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人。
延津县机电设备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0日前向
效。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延津县机电设备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延津县城关镇东大街
原县政府院内；邮政编码：453200；联系电话：0373-7627770）申报债
送达破产文书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本院根据安徽来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年7月17日裁定受理安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指定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为安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安
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延津
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15日前向安徽
县机电设备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延津县机电设备公
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微省来安县工业新区C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在
区 迎 宾 大 道 ；邮 政 编 码 ：239200；联 系 人 ：张 勇 ；联 系 电 话
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13395504588；邮箱：1157074700@QQ.com）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相应身份证件，有委托代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延津县人民法院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本院根据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联合建工有限公
的规定处理。安微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司、王增全、卢辉、邢贵斌的申请于2018年5月16日裁定受理石林彝
应当向安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本彝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日指定云南天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28日9时在来安县人民法院第一审
外天律师事务所为石林彝本彝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石林彝本彝置
判法庭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20日前，向石林彝本彝置业有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62号证券大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厦2楼17号办公室；邮政编码：650000；联系人：张丽娟、王学杰；联系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电话：13808707601、150123798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来安县人民法院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裁定受理延津县煤炭公司申请破产清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算一案，指定延津县煤炭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延津县煤炭公司管理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延津县煤炭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0日前向延津县煤炭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石林彝本彝置业有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延津县城关镇东大街原县政府院内；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石林彝本彝置业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453200；联系电话：0373-762777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30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乡镇正在改进，工厂排水也在设法治理，
但还是有不少水污染情况。
还有噪声侵权。工业噪声污染对人们
的健康危害极大，使人眩晕、恶心、呕
吐，呼吸、脉搏、血压发生波动等。现在
我国大中城市已改进不少，但有的小城
市、县、镇，噪声侵权还存在。
环境保护刑事案件。是指违反环保法
规定，造成重大环境安全事故，导致公私
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对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犯罪也很多，如破坏
自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犯罪；造成森
林、草原、水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
被破坏的犯罪等。
污染环境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要件
是：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环境
保护法规，严重污染环境，导致公私财产
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
主体，一般是企事业单位的主管人以及直
接责任人员，也有个体公民。主观方面，
出于过失或故意破坏环境保护，后果严
重。客体，侵害人身、财产损失和环境恶
化。
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法处理环境保护案
件。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法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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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不少
刻画法官、描写法院的影视作
品，这些作品在带给观众强大
艺术冲击力的同时，也努力回
应着法治中国的时代之问，展
现着不同时代中国法官的风
采。笔者选了其中的三部代表
作，来感受不同时代中国法官
的温情。

“两碗水都要端平”
——审判长雷经天
1937 年 10 月，在全面抗
战之际，延安发生了抗日军政
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
而枪杀女青年案件。凶手黄克
功是红军团长、战斗功臣，被
害者是由太原投奔延安参加革
命的 16 岁女青年刘茜。与以
往的法庭片不同，《黄克功案
件》 在努力设计叙事结构的同
时，也让每个与黄克功有交集
的人物都凸显了矛盾性。这种
矛盾，有的缘于难以割舍的恩
情——审判长雷经天当年因姜
片而被黄克功救活；有的缘于
功与过的纠结，他的战友用

了，避免引发更大的矛盾，就自
己给老四出赔偿款。老四却并不
领情，敲着破锣去找赵玉明，两
人在争吵中，发现樊远平凑钱给
老四送去的事情，于是两人也静
下心来反思了，最终达成谅解，
关系和好如初。
从 不 孕 不 育引发的家庭 矛
盾，到狗咬狗这样的小事，樊远
平不仅管，还要做到案结事了。
当被问到这样做的原因时，樊远
平说：“人民法官就是为人民服
务的嘛，你说的这些事看起来是
小事，但在老百姓看来就是大
事，人家找到咱们，就说明人家
信任咱们。不管，就是辜负了信
任。
”
案结 事 了 是 樊 远 平 最 大 的
温情。二十年如一日，艰苦的
条件、乡亲的质疑、妻子的不
解……这些都没有影响樊远平的
工作热情，也没有动摇他追求法
律正义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公私分明，融情于法
——院长白雪梅
《阳光下的法庭》通过东方省

不同时代 同样温情的法官
□ 佟
“红军的法律”，试图为黄克
功说情；学生说，刘茜投身
革命，死在情场实为冤屈；
76 岁的爷爷却说，日本人杀
了他全家，按照一命抵一命
的古训，他愿意为黄克功抵
命，以让黄克功多杀几个日
本鬼子。
“两碗水何以端平？”审判
长雷经天给出了“宣判”自己
三个“死刑”的答案：一是人
情死刑，拒绝了一切来为黄克
功说情的战友；二是私情死
刑，黄克功在长征时期是雷经
天的救命恩人，他将此情深埋
于心；三是特殊条例的死刑，
中央苏区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规定
对革命有功的罪犯可以减刑。
最终，顶着巨大的压力，雷经
天带领审判庭独立公开地审判
了黄克功。
80 多年前，坚持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是雷经天最大的
温情。这样，为边区法制建设
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有
着雷经天这样一群人，当时的
革命边区才得以逐步实现工农
民主法制向抗日民主法制的转
变，废除对有贡献的人在法律
上的特殊照顾。

案结事了
——“大法官”
樊远平
电影 《小镇大法官》 塑造
了一个在镇法庭工作二十多年
的普通法官樊远平。在处理挖
沙船主老四和私企业主赵玉明
合同纠纷的案件中，樊远平一
直劝说双方撤诉接受调解，不
要因为小事弄僵邻里关系，但
双方都坚持一定要分个对错出
来。最后，法庭宣判赵玉明胜
诉。樊远平为了做到案结事

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合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合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9月26日14
时30分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10日（总第7437期）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分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62号证券大厦2楼多功能会议室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派函。委托代理人系自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然人的，还应提交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居住辖区居委会（村委会）
[安徽]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或单位推荐函。
因重整计划草案未获通过、批准，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依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裁定中止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河南新乡市宇安医用卫材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河南新乡市
[河南]长垣县人民法院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宇安医用卫材有限公司破产。
因重整计划草案未获通过、批准，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依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以（2018）豫10民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裁定中止
依法裁定受理河南浩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河 河南宇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河南宇安医疗
[河南]长垣县人民法院
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公司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9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东段钧鼎银座A座910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室，邮编：461000，联系人：刘佳15893700599）书面申报债权。未在上
亳州市元一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修龙诉被告亳州市
述申报期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元一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书、诉讼
本院20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地点：河南省许昌市魏文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
路与前进路交叉口）。依法申报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如系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 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十九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裁判。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亳州市元一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修龙诉被告亳州市
根据债权人韩琳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8月7日裁定受理了合
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18年8月7日指定北 元一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为合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书、诉讼
合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合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
肥天乾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怀宁南路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白天鹅国际商务中心A座22楼；联系人：金晶；电话：18110978339）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十九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裁判。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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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法院审理的清水河环境污染修复
案、跨国知识产权案、冤错案件
平反、攻克执行难等案例，展现
了人民法官在依法治国征程中的
风采。
在跨国 知 识 产 权 案 中 ， 中
方一旦败诉，院长白雪梅的丈
夫就会因此背负学术剽窃的耻
辱，但她仍要求依法办事。执
行案件中的“老赖”是她同
学，个人关系行不通后甚至把
刀架到她脖子上。在环保案
中，白雪梅让人感受更多的是
法律的温情。从原告是否有资
格起诉、迟到的证据法庭是否
采纳，到判决时想到不能杀鸡
取卵，不仅要让受损人的利益
得到补偿，还要考虑被告的执
行能力及背后 3000 多名职工和
家庭。白雪梅既有秉公执法、讲
原则的一面，也有着女性柔情、
亲切温暖的一面。正如她在剧中
说的：“在当事人看来，法官有
温度，法律就有温度。法官有深
情，法律就有深情。法官有正义
之心，法律就有正义的灵魂。
”
法 系 于 情、系于理、系于
民。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到
21 世纪的江南小镇，从基层派
出法庭的“大法官”到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二级大法官，中国法官
在应对社会转型和伴随社会发展
而产生的众多新问题和人民越发
多样的诉求时，他们有法律智
慧，更让当事人感受到了法律的
温度。他们，是具有温情的法
官！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
皇姑区人民法院）

亳州市元一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桂英诉被告亳州市
元一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十九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裁判。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亳州市元一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彩芝诉被告亳州市
元一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十九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裁判。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其

他

广 东 省 八 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李 明 辉 ( 身 份 证 号
530127198605245234)：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与你们签订
了《昆明市建设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供需合同》，之后我公司向你
们位于昆明市晋宁区“容纳国际建材家居 CBD 项目二标段”的建
设项目供运“商品混凝土”，2015年9月1日双方结算你公司欠本公
司货款为2717145元。2017年3月1日，双方按照约定书面确认：你
们欠本公司混凝土货款 2717145 元，资金占用费 942855 元，共计
3660000 元。现本公司决定将上述对你们货款、资金占用费合计：
3660000元债权及其上述款项所产生的利息转让给文跃张(身份证
号码：532423197203060315)。上述债权我公司不再主张，由文跃张
主张权利。
昆明万鹤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本院受理刘静婷申请宣告刘松兴死亡一案，经查：刘松
兴于 2009 年 12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松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松兴
死亡。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