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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细小的瞬息即逝的期望能够经常地从纯自然的环境中产生出来，而一个强烈而持久的期望，则只能来自于法律。
—— （英） 边

沁

东京审判与中国
今年 11 月 12 日是东京审判宣判七
十周年。七十年前，经过两年多的长
时间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东
条英机等全部二十五名日本主要战犯
（A 级战犯） 有罪。这不仅是对近代以
来日本对外扩张及伴随着扩张的暴行
的盖棺定论，而且，东京审判与纽伦
堡审判 （先于东京审判进行） 一起 ，
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惩罚发动战
争元凶的先例。由于承诺接受东京审
判的判决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
前提之一，因此，东京审判也是构建
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重要
基石。有关东京审判的重大意义，以
往著述论之已详，本文不赘述。在这
篇短文中，我想简括一下未被注意的
中国因素对于东京审判的意义。

一、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特
殊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
被侵略、反抗、反抗失败、割地赔款，
几乎是不变的戏码。即使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国在名义上成为战胜国，战败国德
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还是被迫让渡给了
日本而没有回到中国的手中，这一胜亦
受辱的例子，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命
运的最好写照。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时间
抗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对侵略者的
审判，对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我强调的“特殊意义”还不在
于“参与”本身，而是指中国的参与是
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要源泉。这一点需
略加说明。

法治视野
□ 程兆奇
东京审判从开庭之初的管辖权之争
起，即受到辩方的百般挑剔，由于事关
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外扩张的定
性，长期以来，东京审判一直是日本右
翼的主攻目标。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
等各类历史问题的翻案时起时伏，但唯
有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七十年来从未间
断。否定的方向包括了适用法、程序、
证据等几乎所有方面，其中在质疑合法
性的论述中，有一重要的关键点与日本
左派有不约而同的交集。
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唯一主张日
本战犯全员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认为：
美、英、法、荷等审判的主要参与国，
在近
代都有与日本同样的殖民扩张的前科，
日本只是步西方列强的后尘，所以单单
审判日本有违公平。这一主张为日本右
翼势力承继，并在美化侵略上进一步强
化。日本左派认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
法官占了东京审判法官的七成，审判的
正义性因此受到削弱。左右两方的共同
点是认为日本的行为与西方列强的行为
相似或相同，区别是左派的出发点是批
判西方，
右翼的出发点是维护日本。
日本的战争犯罪与西方近代殖民是
两回事，
不能相互折抵，
但如果这场审判
是一场只有西方国家法官参与的审判，
“胜者的审判”
的印象会更加强烈。又由
于参加东京审判的美、英、法、荷、澳、加、
新、印、菲等国，
或是殖民地宗主国，
或是

二、日本侵华罪在东京审判
中的特殊意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远远早于对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侵略，也远远早于
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因此，早在西
方各国提出追究纳粹德国战争罪行之
初，中国政府就率先提出日本的战争犯
罪 也 必 须 受 到 惩 罚 。 1942 年 1 月 13
日，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捷克斯洛伐
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
威、波兰、南斯拉夫等九国流亡政府首
次在伦敦发表惩罚德军暴行的宣言，中
国政府也在同一时间发表惩罚日军暴行
的宣言，表明“中国人民所受之冤苦”
都要“同样得到昭雪”，“一切作恶人
员”都要“同样依法惩处”。中国政府
的这一立场，以后从未改变。
在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积极主张
和坚持下，国际社会最终达成了用审判
的方式来惩罚日本战争罪行的共识。但
究竟哪些行为是战争罪行？哪些罪行应

当受到惩罚？特别是日本战争罪行应从
代以来侵略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侵
何时算起？这些问题最初在同盟国中都
华罪行得以受到完整的追究。东京审
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判无论是起诉对象还是起诉内容，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是
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日本侵华罪
亚洲和欧洲的两个战争策源地，但发动
行都占了最大比重。在 28 名战犯中，
战争的情况却不同。与纳粹德国按照既
中国提出的战犯达 15 人之多（有与其
定方针展开侵略不同，日本在太平洋战
他国家提交名单重复者）。判处死刑
争爆发之前的漫长时期，挑起战事的主
的 7 名战犯有些侵华罪行被免责，如
要是昭和后“下克上”成风的基层驻
武藤章因南京暴行时“位处下僚”
被免
军；战争暴行也是同样，德国以种族灭
责，但在起诉罪行中无例外的都有侵
绝为代表的罪行源于纳粹高层的“统一
华罪行。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的定
指导”并得到类似“工业化”的冷血执
性，
不仅使日本的战争罪行无法逃脱，
行，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种种野蛮暴
也成为日后日本翻案企图迈不过的最
行，则主要是现地 （直接从事军事、施
重要障碍。
工等活动的地方） 士兵漠视军纪、国际
日本侵华罪对东京审判同样也具
战争法规与指挥官殆职乃至纵容的共同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主要国家惩
结果。针对日、德情况的不同，中国主
罚战争罪行的时限的最初设想都限于
张，日本虽未对中国宣战，仍是侵略； 大战爆发之后，若真如此，追究日本
对南京大屠杀等重大暴行，除了具体执
的战争罪行仅限于太平洋战争之后，
行的次要战犯 （B 级、C 级战犯） 必须
那就更无法摆脱列强间“胜者的审
被绳之以法，不在现场的主要战犯仍须
判”的强烈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承担责任。
正是因为东京审判包括了对华侵略
除了犯罪的类型，在追诉时期上， 罪，日本右翼号称日本的行径是为了
一些国家主张应限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才完全失据，
后。对此，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将日本侵
只能徒显荒谬。
略我国东北地区作为追究的起点。中国
三、日本侵华罪的认定提供
政府明确表示，虽然中国对日宣战在珍
珠港事件之后，但之前日本军队在中国
了追究战争犯罪更为严厉的先例
犯下的罪行，也同样必须受到惩罚。
东京审判将“日本侵略满洲”
作为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因事出
本战争犯罪的开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
匆促，基本照搬了为纳粹德国量身定
对于东京审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未能完全
对中国而言，日本自九一八事变起侵华
根据日本的战争犯罪的具体情况制
十四年的“侵略”性质由代表同盟国（联
定，为追究情况相当不同的日本战争
合国前身）的国际法庭认定，
使日本在近
犯罪带来了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是

看韦澳如何严查偷税的“国舅爷”

名人和豪门大族偷漏税事件，在中
国古代也屡有发生。唐宣宗时期，国舅
郑光长期偷税漏税，京兆尹韦澳顶住压
力，依法惩处违法者，追缴所欠税款，被
皇帝称赞为“凛然不可侵犯”。

手”。

岂能自我推荐当侍御史
韦澳，字子斐，陕西长安人。他气
节高雅 ，心地清净。唐文宗大和六年
(832 年)，韦澳进士及第，又登宏词科。
唐朝时人们考中进士并不是被马上封
官，而是作为后备干部等待任命。韦澳
的父亲韦贯之曾做过唐朝的宰相，按此
家庭背景，在朝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
题。可是，韦澳嫉恶如仇，为人刚
直，从不为自己的仕途而低三下四去
求人，所以登科十年，也没有入仕为
官，一直赋闲。韦澳的叔伯兄弟韦温
和御史中丞高元裕是好朋友，二人经
常聚会，有一次在谈到韦澳的情况
时，高元裕答应安排韦澳做侍御史 。
韦温兴高采烈回到家中，对韦澳说 ：
“高中丞德高望重，皇上很器重他，他想
和你面谈一次，你去见见他，就可以去
做侍御史了。”韦澳像没听到一样，无动
于衷。韦温再一次对他说：
“ 高中丞严
肃庄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只是想
和你谈谈，并没有其他要求，你不能轻
视他，应该去拜访一下。”韦澳回答道：
“哪有亲自登门跑官要官，自我推荐当
侍御史的呢？”最终，韦澳也没有迈进高
家的大门。

直至开庭时仍未独立的殖民地，而苏联
与日本除了早期的边境摩擦，在整个战
争期间基本相安无事，所谓“春秋无义
战”，
侵略与被侵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
模糊化，法官团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产
生分歧，
原因即在于此。明乎此，
中国参
与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与所有国家
不同，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被侵略
国，日本侵略中国最符合侵略与被侵略
的经典定义。因此，
至少可以说，
正是由
于有了中国的参与，东京审判才有了充
足的正义性。

法人茶语
□ 郑学富
会昌六年（846 年）三月二十一日，
唐武宗李炎驾崩，李忱以皇太叔的身份
为宦官马元贽等所立，登基称帝，时年
37 岁，是为唐宣宗。李忱非常喜欢读
《贞观政要》，
他即位后整顿吏治，
励精图
治，大胆整治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
种社会问题。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
李党争，
抑制宦官势力的过分膨胀，
打击
不法权贵的外戚，勤俭治国，体恤百姓，
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对外击败吐
蕃、
回鹘、
党项、
奚人，
收复安史之乱后被
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使唐朝国势有所
起色，
百姓日渐富裕，
使本已衰败的朝政
呈现出“大中之治”
的局面。可是让唐宣
宗头疼的是京城的治安状况不太理想，
偷盗抢劫等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
皇亲国戚、豪强士族凭借其家庭背景和
势力，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经常做违法
的事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根治这些
弊端，大中十年(856 年)，唐宣宗看中韦
澳刚正不阿、
不媚权贵的品行，
将他由翰
林学士升任京兆尹，
做京城长安的
“一把

送达裁判文书
晋红霞、季强、山西世纪恒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上诉人内蒙古世纪恒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新华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山西世纪恒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季强、晋红霞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辖终 340 号民事裁定书。请你
们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平罗县文江商贸
有 限 公 司 的 公 示 催 告 申 请 ，对 其 遗 失 的 号 码 为 40200052/
23548591、票面金额壹佰万元（出票人伊川县博豪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收款人洛阳泰瑞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到期日期 2018 年 10 月 23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平罗县文江商贸有限公司的持有
的号码为 40200052/23548591、票面金额壹佰万元（出票人伊川
县博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洛阳泰瑞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到期日期 2018 年 10 月 23 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平罗县文江商
贸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河南]伊川县人民法院
赵永刚、哈斯通拉噶、特木日巴特尔、吴立娜：本院受理原告刁
金玉诉你们及马树申、马彦明、衣桂茹、郑艳荣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内04民初31号、
（2017）
内 04 民初 32 号、
（2017）内 04 民初 33 号、
（2017）内 04 民初 34 号、
（2017）内04民初35号、
（2017）内04民初36号、
（2017）内04民初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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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2018年5月11日，本院根据北京金洋恒泰模板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广州
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破产债负债总额485596.79元，现存资产
为0元，所有者权益为-485596.79元。本院认为，广州东涵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资

不畏皇权严查国舅偷税案
韦澳上任后，面对乱象丛生的京畿
重地，他不避豪权，大刀阔斧地进行整
治。这时，有人举报郑光的庄园长年不
交税。
郑光何许人也？郑光乃当朝皇帝的
亲舅舅，是“国舅爷”。唐宣宗的生母
郑氏 （孝明皇后） 原为镇海节度使李锜
的侍妾，李锜谋反失败后，郑氏入宫为
郭贵妃 （懿安皇后） 的侍女，后来被唐
宪宗临幸，生下李忱。郑光即孝明皇后
的弟弟。当初，郑光为节度使，李忱与
郑光讨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时语言粗
俗浅薄，李忱很不高兴，郑光最终没有
再担任民事方面的官职。郑光仕途受
挫，便圈地建起了一个大庄园，做起了
发财梦。为了逃避税收，郑光托其姐姐
孝明皇后找皇帝说情，想得到免税政
策。唐宣宗召集宰相和管税费的官员商
议，想免除郑光庄园的税收，可是却遭
到官员们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样做破坏
了 《唐律疏议》 中的税赋法令。唐宣宗
只得作罢，要求舅舅同别人一样依法交
税。郑光尽管没有得到免税政策，但是
他仗着权势，飞扬跋扈。替他管理庄园

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于2018年10月31日裁定宣告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 年10 月31 日作出（2018）粤01 破97-1 号民事裁
定，裁定受理广州旧街伙计广告有限公司对广州市起秀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现指定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
担任广州市起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广州市起秀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2月17日前，向广州市起秀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广晟大厦
2102室；联系人：钱少武，联系电话：13926054362）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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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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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广州市
起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市起
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年12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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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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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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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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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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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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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焦作市华科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10月8日裁定受理焦作市华科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一案，并
于2018年11月5日指定焦作市仁和清算有限公司担任焦作市华科
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焦作市华科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2月12日前，向焦作市华科液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焦作市塔南路162号；邮政编码：454000；
联系人：秦勇；联系电话：13839114158）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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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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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焦作市华科液压

的官吏也是狐假虎威，骄横无比，多年
不向政府交税，也没人敢和他过不去。
韦澳接到举报后，决定就拿庄吏开
刀，杀一儆百。他下令将庄吏逮捕，投
入大牢。一贯骄横的郑光得知后大为恼
火，心中暗想：一个区区京兆尹，竟敢
在国舅的头上动土，真是不识好歹。于
是，郑光进宫找到孝明皇后哭诉一番，
并添油加醋说韦澳抓我的人，就是让皇
后和皇帝难堪。孝明皇后马上把宣宗找
来，让其命令韦澳放人。
唐宣宗在延英殿召见韦澳，询问逮
捕庄吏的有关情况。韦澳一五一十地将
郑光庄园拖欠国家税费的事向唐宣宗作
了汇报。唐宣宗问道：
“你打算如何处置
他呢？”
韦澳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臣将依
照大唐法律处置。
”
唐宣宗又说：
“我舅舅
郑光特别喜爱这个庄吏，他找到了皇太
后，这怎么办呀？”韦澳回答说：
“陛下把
我从翰林院调任京兆尹，就是希望我能
够清扫京畿地区多年的积弊，我感到责
任重大，不敢辜负皇上的期望。郑光的
庄吏多年不向国家交税，
是国家的蛀虫，
如果得不到处分，那么陛下所制定的法
律，看来只能用在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的
身上，
大唐法律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我今
后的工作也无法开展下去了。
”
唐宣宗听

了，
沉思一下说：
“你说的确实在理，
但
是，太后那边我不好交代啊。你看这
样行不行，你狠狠地处罚他，免他一
死？”
韦澳实事求是地回答说：
“我不敢
不听从陛下的当面诏告，
再说，
庄吏固
然可恨，
但其罪构不成杀头，
只要郑光
把所欠的税费缴清，并保证今后再不
欠税，
处罚他之后，
自然会释放他的。
”
唐宣宗如释重负，说道：
“ 你的这种做
法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朕很欣慰，
但
是朕因为此事干扰了你依法办事，的
确感到惭愧呀。”唐宣宗回宫后，将郑
光一案的处理结果告诉了太后，感慨
道：
“韦澳一身正气，
凛然不可侵犯!”
韦澳回到京兆府，下令重杖庄
吏，并督促郑光庄园如数缴清所欠的
数百斛租税后，才将庄吏释放。

不走私人路线谋官
韦澳不讲情面，严格执法，重罚
国舅的事在长安被传为美谈，那些平
日里耀武扬威的皇亲国戚、贵族豪强
们也受到了震慑和教育，从此没有人
敢再胡作非为了。
韦澳不给皇帝面子，重罚国舅，
唐宣宗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更加器
重他。因为唐宣宗也不是小气之人，

合同纠纷一案（2018）粤03民初3135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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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证据交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开
庭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9 日 9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第
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9日（总第7520期）
二十九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焦作市华科液
朱永举：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巫溪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诉
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年12月19日9时30分在本院（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三号法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上网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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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会议。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
人或其他组织的，则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徐家法
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
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巫溪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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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善桃、韦贵春：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诉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2018）渝0153民初4751号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
何土火：本院受理张金洋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三案(2018)粤 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
0305民初9476-9478号，因你方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及开庭传票。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据、查封、扣押、冻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结财产通知书等材料。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你方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的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 庭公开开庭审理，
颜从华：本院受理上诉人中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你、被上诉
月31日9时30分在本院西丽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人（原审原告）卢文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苏艳：
本院审理的原告杨乃静诉被告苏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依 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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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义务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后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19年2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沙河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你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原告请求判令：
一、 十日内针对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逾期则承担举证不力的法
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5万元及利息（自原告起诉之日至被告全部返还 律后果。本案本院决定于2019年1月14日14时30分在重庆市第三
之日，
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利息暂计人民币3397.57元；
二、
被 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出庭参加诉讼，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告支付原告差旅费损失人民币5500元；
三、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 逾期则依法判决。
胡普权：
本院受理原告姜国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上共计人民币258897.57元。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锦州昊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锦州康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告
原告中国农垦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优友供应链有限公司、锦州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布裁判
昊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锦州康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文书范围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的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庭审辩论终结

公 告

日、德两国的情况除了相同的一面，
更有相当不同的一面。如按“反和平
罪”中“共同谋议”（东京审判55项诉
因第1项） 的标准，太平洋战争完全匹
配，而由基层日军发动的对中国的侵
略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则不相
符合——九一八事变也是蓄谋，但 A
级战犯的共谋须有国家层级的高度。
如果拘泥于宪章的规定，对相关罪名
做窄化的认识，会使日本战犯逃脱罪
有应得的惩罚。所以，日本侵华罪在
东京审判中被追究，丰富了东京审判
的内涵。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板垣
征四郎的死刑罪项中未及“共同谋
议”
，但在叙述他的战争罪行时包括了
他参与九一八事变的阴谋，这种合乎
实际的灵活运用在“反人道罪及普通
战争罪”（“反人道罪”与“普通战争
罪”在东京审判中被合并） 也是同
样。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
暴行发生期间不在现场，按日军的制
度规定，军风纪的职司也在师团，而
不在协调作战的方面军，他也没有下
达过暴行的命令，但因南京暴行是极
为严重的战争犯罪，松井石根仍以
“不作为”被判处死刑。不仅是松井石
根，远在东京的外相广田弘毅因对南
京暴行的“不作为”被判处死刑是更
有说明意义的案例。比较起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判十二名死刑犯均负有
“反人道罪”的积极责任，松井、广田
的消极责任被追究，为后世提供了对
重大战争犯罪追究更为严厉的先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他重视人才，从谏如流，有“小太
宗”之称。有一次，韦澳在延英殿向
皇帝汇报工作。唐宣宗对他的工作很
满意，欲提升他，便说道：“萧邺改
任 ， 户 部 现 在 缺 职 。” 韦 澳 不 为 所
动，继续汇报府上的工作。唐宣宗不
得不再三提示：“户部缺职，朕打算
让你去户部主持工作，你看怎么
样？
”韦澳回答说：
“臣近一个时期感
到心力衰耗，精力不济，难以胜任繁
杂艰巨的工作。臣曾经多次向陛下请
求到一个小州去做州官，但一直没有
得到您的恩准。”唐宣宗本想对韦澳
委以重任，没料到他却如此推托，心
里自然不太高兴。
韦澳回到家中，外甥柳玭也在朝
中为官，他认为韦澳推辞圣恩的做法
不得体，辜负了皇帝的一片好心。韦
澳也是有难言之隐，他向外甥说出了
心里话：
“ 由于我的刚直，现在不被当
朝宰相信任，如果突然从圣上那里直
接得到更高的官职，他们一定会认为
我是走的私人路线，这件事牵扯到皇
上，我又如何向别人讲清楚？现在朝
廷的政风每况愈下，这都是因为我们
这些官员一味地贪图名利、追逐地位
所造成的，
我们都应该警惕，
你更应该
自我约束，
时常警醒啊。
”
由此可见，
韦
澳头脑冷静，光明磊落，不依附他人，
也不寻求靠山，
不愧为君子。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台儿
庄区委宣传部）

前。本案定于2019年1月30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武隆区人民法院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李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入普通程序）等材料。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曾晓刚、龙梅：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荣昌支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9时1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10楼
1011室海南海派杂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梁平区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诉被告海南海派杂志有限公司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本案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2018）渝0155民初
5260号案件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
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以及定于
2019年2月25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的开庭
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则依法判决。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10楼1011
室海南海派杂志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67号中央电视台新影
中心主办公楼502号海风杂志社：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梁平区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诉被告海南海派杂志有限公司、
海风杂志社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本案相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以公告方式向你们送达（2018）渝0155民
初5261号案件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
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以及定于
2019年2月25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的开庭
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则依法判决。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