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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1112民初490号
刘小慧：本院受理原告耿京华、耿

朝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1112民初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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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294号

南京百盏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黄文秀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1)苏0106民初29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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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631号

靖小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龚斌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106 民初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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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845号

金红征：本院受理的原告焦建兵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106 民初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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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1226号
董天阳：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伟强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 苏 0106 民 初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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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5073号

周艺、何有来：本院受理原告潘玉
芳与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光华路)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282民初1513号

张越：本院受理原告李新军与被告
张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2民初
151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908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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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2386号

南京祥利晨建设有限公司、胡基
祥：本院受理原告南京市秦淮区硕申建
材销售中心诉被告南京祥利晨建设有限
公司、胡基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104 民初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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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5911号

钟华全：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德闯诉
被告钟华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限届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
届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1 年 4 月 10 日在古柏镇高淳经

济开发区九龙山路 82 号店面门口捡到
一名男弃婴，望该弃婴生父母见报后60
天内携带有关证件到高淳社会福利院认
领。逾期将作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处
理。

联系电话：57311247
高淳社会福利院

公告
2016 年 1 月 1 日在漆桥镇双联村友

谊 175 号自家门口捡到一名女弃婴，望
该弃婴生父母见报后 60 天内携带有关
证件到高淳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将作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联系电话：57311247
高淳社会福利院

勘误
2021 年 1 月 29 日，高淳社会福利

院在江苏法治报刊登的弃婴公告内容中
“2020年8月28日”需更改为2020年8月
26日在东坝镇东坝义村48号捡到一名女
弃婴，望该弃婴生父母见报后 60 天内携
带有关证件到高淳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
将作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联系电话：57311247
高淳社会福利院

遗失启事
江苏瀛阔律师事务所陶秋蓉遗失专

职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3212202011189051， 流 水 号 ：
11100529，现声明作废。

声明人：陶秋蓉
2021年6月25日

遗失公告
泰兴市宏昌金属压延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经泰兴市人民法院裁
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指定江苏苏泰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接管到
该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
公司全部公章、印鉴，特声明作废！

泰兴市宏昌金属压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6月25日

公告
连云港九龙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

2019 苏 0706 民初 6065 号 民 事 判
决 所 确 定 的 本 司 对 贵 司 的 全 部 债
权，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全部
转 让 给 上 海 红 怡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因
相 关 送 达 文 件 贵 司 未 接 受 ， 故 特 公
告送达。

上海红劲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送达公告
启东市凯凯安信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刘征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后，按工商部门注册地址向你单位邮寄
送达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及相关材
料 后 被 他 人 代 收 。 根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请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南京市江
北新区市民中心民生保障大厅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 60 天，此期
间不计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期限。
待中止情形消失后，本案即自行恢复
工伤认定程序。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和
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朱文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朱文国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朱文国。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朱文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文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及编号 担保情况 原贷款行 （人民币元）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其它债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1 无锡桥联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2010120160000581 保证人：无锡市现代新农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锡桥联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28,989,309.34 6,075,207.46 278,170.11
32010120160000442 江苏新富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唐铭、唐怡；抵押物：债务人名下机器设备、行车及行车梁等。 公司无锡惠山支行

2 无锡桥联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32010120150020616 保证人：无锡市现代新农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市桥联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无锡桥联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杨斌；抵押物：无 公司无锡惠山支行 20,000,000.00 1,632,307.26 150,928.00

3 无锡市桥联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32010120150021907 保证人：无锡市现代新农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锡桥联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桥联数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29,998,300.95 2,386,653.13 202,042.00
32010120160012668 机床有限公司、杨斌、高岳峰、戈丽萍；抵押物：1、债务人名下位于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盛新 公司无锡惠山支行
32010120160013559 路99及洛社镇盛新路99-1房地产，建筑面积6048.95平方米，土地面积29434.3平方米；

2、唐靖岚名下位于中山路198A-2807号房产建筑面积242.26平方米，土地面积7.8平方米。

特此公告。 朱文国
2021年6月25日

（上接A版）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案件

办理的需求及处理效率，江阴法院
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坚持群众需求
导向，对涉弱势群体案件设立立案
快速通道，大力推进网上立案，保
证跨域立案“一站通 ”。今年以
来，共计网上立案 384 件、跨域立
案 28 件，有效利用“互联网+司
法”提高立案效率，提升了“让群
众少跑路”的幸福感。

同时，为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诉
累，江阴法院不断优化职能，提高
审判执行质效。

以往对于涉及法医学专业问题
的争议，通常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
构进行鉴定得出意见从而做出判
决，不仅时间长，当事人还要支付

额外的鉴定费用。为方便群众诉
讼，自今年 4 月起，江阴法院全面
开展法医技术咨询，法官遇到法医
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随时通过办
案系统直接向本院法医提出咨询，
法医针对法官提出的问题作出专业
回复，如获得双方当事人认可则不
再转入对外委托鉴定程序。该举措
不仅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而且为
当事人节约了鉴定费用。

而在涉疫物资纠纷中，江阴法
院建立审鉴联动机制，针对熔喷机
等产品质量鉴定，鉴定前由立案庭
邀请产品质量鉴定方面的权威专家
为承办法官进行实务培训，明确鉴
定的要求、事项、程序和目的。鉴
定过程中，承办法官与立案庭人员
一起至现场勘验，组织开展鉴定工

作并解答各方的疑问，同时做好法
律释明和调解工作。目前，已有多
起启动司法鉴定的案件在鉴定过程
中即圆满调解结案。

求实效 主动服务顺民意

“请进来”，听民声知民需。召
开三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向社会各
界征集到队伍建设、服务企业、法
治宣传、司法改革、司法公开等方
面的意见建议 33 条，由各部门对
照认领、细化措施、扎实整改，并
通过官方微信、网站公示顽瘴痼疾
专项整治清单以及举报电话、信
箱，征求公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法企同行”，优化营商环境，
对近年来的涉企纠纷进行梳理，主

动走访辖区企业，为辖区内企业管
理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和
风险防范培训；优化“审务进基
层、法官进网格”活动，公开辖区
内“网格法官”信息和职责清单，
法官进网格的形式不再局限于固定
时间、规定地点，一通电话就是一
次调解、一次微聊就是一场普法、一
场联动就能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建
议就能促成一次纠偏；“送法上门”，
结合巡回审判、法官进网格、志愿服
务等活动，走进辖区各个村 （社
区），开展多场以民法典为主题的
法治讲座，对群众比较关注的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修改，结
合实践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深入浅
出的讲解，并发放法治方面的宣传
手册，便于群众阅读学习。

（上接A版）

教学相长润青心

“如今 80、90 后逐渐成为法
院工作的主力军，我们要不断发
扬传帮带的传统，帮助青年干警
提升岗位履职能力，同时这也是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良好形式。” 5 月 15 日上
午，润州法院润法讲坛开班仪式
上，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马力介
绍了设立润法讲坛的初衷。开班
以来，讲坛先后邀请三位资深审
判前辈从不同领域进行授课，受
到广泛好评。

“办案+学习，是刑事法官赵
梅每天的主题，在她身上，我深
深体会到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的含义。”法官助理王超的日
记中，记录下了他在“跟班先进
找差距”主题活动中的感悟，这
段话引起不少青年干警的共鸣。
4 月 27 日下午，曹东升、夏莹、叶
婧走进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以

“党史+普法”双课堂的形式，为
该校六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精彩
的辅导课，推动党史学习和法治
教育深度融合。

从推门听课到送学上门、从
党史输入到党史输出，随着传帮
带作用的越发彰显，青年干警纷
纷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践
动力。连日来，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面向教师学生、社
区居民、公职人员、企业员工、残
疾群体等不同受众，共计开展送
学活动 16 场，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带动一片的效果十分显著。

“我们在时代春风里，春风
催我永开拓，我们在灿烂阳光
下，跟着共产党建设大中国。”站
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润州法院创
新将个人成长融入党史学习教
育，充分发挥传帮带、师带徒作
用，引导青年干警在感悟建党百
年征程中，坚定前进信心，在为
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的不懈奋
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莫夏华

民法典生效前，已有代书遗
嘱、录音遗嘱等遗嘱的形式规定，
过往判决中，对有形式瑕疵的遗嘱
效力认定并非一概认定为无效。今
年2月19日 《人民法院报》 刊载了
一起涉及打印遗嘱的继承纠纷，该
案中，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认
定遗嘱有效的判决，确认打印遗嘱
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而无效。

打印遗嘱被确认无效的判决
中，法官具体说明了代书人未经授
权、无法认定立遗嘱人对遗嘱内容

完全知悉等理由，这些理由统统指向
一个原则性的标准——意思表示的
真实性。如判断遗嘱无效，仅援引缺
乏形式要件之规定，说服力是远远不
够的，换言之，具有形式瑕疵的遗嘱
并非因为缺乏法定的形式要件而无
效，而是因法定要件的缺失导致意思
表示的真实性不能认定时才无效。

虽然在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
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

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 中提到“不
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
认定为有效”，但最终该答复之立
场并没有被民法典明确接纳，依然
沿袭了 《继承法》 中遗嘱相关形式
的表述方式，这不得不说是立法者
有意为之，为在具体案件中的效力
判断留下可解释的空间。

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遗
嘱的各种形式要件，一是为了固定
证据，以便事后查明；二是为了敦

促立遗嘱人谨慎为遗嘱之行为，以
免发生遗嘱真意得不到有效执行的
后果。无论哪种原因，在立遗嘱人
的意思表示真实性可以探明的情况
下，遗嘱的形式瑕疵都不应当成为
阻碍遗嘱生效的绝对理由。法律不
应该要求每个公民都像法律从业者
一样熟读并准确运用法律以确保其
行为发生法律上预设的后果。在有
其他证据可印证遗嘱的意思表示是
真实的情形中，不能仅仅因为形式
上存在瑕疵便认定遗嘱无效。

□王芳

管理人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如发现破产企业有不动
产、汽车等财产，一般会通过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发布
拍卖须知、拍卖公告，潜在买受人可以通过拍品介绍、
竞买公告、现场查看的方式了解拍品，并报名竞拍。拍
卖中的悔拍是指竞买成功，但拒绝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纳
拍卖余款，导致拍卖未成交，需再次拍卖。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违约行为，竞买人
要承担违约责任。实践中，买受人竞拍成功又悔拍的情形
普遍存在，现行法律对于悔拍后保证金的处理亦有不同的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
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
产抵债后，买受人逾期未支付价款或者承受人逾期未补交
差价而使拍卖、抵债的目的难以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裁
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重新拍
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
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
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应当退还原买
受人；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人补交；拒不补
交的，强制执行。《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
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
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
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以上两部规定对于悔拍后如何处置有不同规定，导
致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做法。本文试就竞买人悔拍
后采取何种处罚措施展开论述，是仅没收保证金，还是
在没收保证金的基础上要求悔拍人补足二次拍卖的差价？

目前，破产财产的处置借鉴了执行中的司法拍卖，
运用淘宝的网络拍卖平台，发布拍品，并附上拍卖须
知、拍卖公告等。管理人发布的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系
对不特定竞拍人作出的，对竞拍人有约束力，拍卖须
知、拍卖公告对悔拍的后果应予以明示，买受人对于悔
拍也应有心理预期。如此，既能防止买受人随意悔拍，
又能适度保护悔拍人的合法权益。

破产财产的处置不是司法拍卖，但可以参照、借鉴
司法拍卖的普遍做法。一般而言，破产财产处置的拍卖
公告会如下提示：“买受人逾期未支付拍卖款或未办理交

接手续，视为悔拍，管理人有权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
不得参加竞买。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
拍卖价款的差价、清偿破产债权。重新拍卖的价款若低于原拍卖价
款，所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等，由原买受人承担。若其所缴纳的
保证金足以弥补该差价等费用损失的，则以该保证金填补差价，原
买受人无须另行承担责任。若其所缴纳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该差价
等费用损失的，则由原买受人承担不足部分。”

此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如要求悔拍人补足差额部分，于法有
据。但如破产财产处置的拍卖公告仅明示“保证金不予退还”，则在
悔拍事实发生的情况下，管理人无权要求悔拍人承担二次拍卖的不
足部分，否则超出了悔拍人对悔拍法律后果的心理预期，亦有违公
平。故破产财产买受人悔拍，究竟该如何处置保证金，主要取决于
管理人在拍卖时附上的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的规定。

悔拍破产财产应如何处置保证金

□高峰

【案情】
2012 年 7 月，原告高某、张某以

6 岁孙子高某成的名义出资购买期
房一套。2013 年房屋交付后，两原告
对房屋进行装修，后祖孙三代共同
居住在该房屋中。2015 年 5 月，案涉
房屋办理权属登记时，两原告与儿
子高某建、儿媳陈某未就房屋登记
至高某成名下签订书面赠与合同或
约定相关附加义务。2019 年 9 月，高
某建与陈某因感情问题双方协议离
婚，离婚协议约定高某成的抚养权
归陈某。2020 年 8 月，两原告以高某
建与陈某不尽赡养义务为由，主张
撤销赠与给高某成的案涉房屋。

【评析】
关于两原告的诉请能否支持，

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虽两原告赠

与高某成案涉房屋时未有书面赠与
合同或约定相关附加义务，但因两

原告与高某成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
关系即祖孙关系，且结合两原告出
资购买案涉房屋后一直与高某建、
陈某及高某成共同居住的事实，可
以推定两原告将案涉房屋赠与高某
成的同时，也附有由高某建、陈某
进行扶养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两
原告是附义务的赠与。鉴于高某
建、陈某现已离婚，高某成的抚养
权亦归陈某，陈某作为案涉房屋的
受益人，应继续承担两原告的赡养
义务。赡养老人系成年子女应尽的
法定义务，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现陈某以离婚儿媳没有法定赡
养义务为由进行抗辩，应不予支
持。两原告主张撤销房屋赠与，理
由成立，应予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高某成系案
涉房屋的受赠人，其母亲陈某仅系
高某成的法定代理人，而非受益

人。两原告赠与高某成案涉房屋
时，高某成为未成年人，其对两原
告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客观上亦
没有能力对两原告履行赡养义务。
同时，陈某与两原告并非法律上的
父母子女关系，不具有父母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其作为离婚儿媳对两
原告亦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故两
原告在赠与案涉房屋未有书面约定
的情况下，其主张以受赠人的父母
未尽赡养义务为由行使法定撤销
权，依法应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
下：本案争议之所以发生，主要系
高某建与陈某离婚，且高某成的抚
养权归陈某，导致两原告理解的本
案赠与行为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已
不复存在。但笔者认为，两原告的
儿子高某建与陈某离婚，系因双方
感情破裂，该离婚的结果并非双方

积极追求所致。两原告将高某成作
为受赠人，并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
记至高某成的名下，其应当知晓该
赠与行为完成时，高某成既没有赡
养两原告的法定义务亦无实际赡养
能力。且鉴于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
儿媳或者女婿与公婆、岳父母的法
律关系，实务中，一般认为儿媳或
女婿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与公婆或岳
父母衍生出的姻亲关系，是一种相
对简单的亲属关系，儿媳或女婿是
否赡养公婆或岳父母，仅仅是基于
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要求，并非
法律上的义务。故本案中，在两原告
赠与高某成案涉房屋未约定陈某附
义务的情况下，陈某不论离婚前或
者离婚后均无法定赡养两原告的义
务。至于高某建对两原告负有法定
的赡养义务，其若未尽该义务，两原
告可另行向高某建主张权利。

□徐玉荣

【案情】
2019 年 5 月，某酒店在经营过

程中，被消费者举报提供的 4 瓶知
名品牌白酒为假酒，后经注册商标
权利人某白酒公司鉴别，上述白酒
均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属假冒
产品。该酒店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局提供了库存的该品牌白酒及进、
销货凭证等材料，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调查认定涉案假冒白酒来源于原
告曹某，并于2019年8月19日出具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停止侵权行为
并罚款 15000 元的行政处罚。原告
遂诉至法院，认为被告市场监督管
理局认定某酒店销售给消费者的白
酒系原告销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不能排除该酒店从其他方进货
的可能，不具备行政处罚的唯一
性。

【评析】
行政诉讼中，被告对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从而督促
其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注重证据收
集，控制其自由裁量权的肆意行
使，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
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行政诉
讼证据规则一概排斥其他有益的做
法和经验。《行政诉讼法》 第一百
零一条明确：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
规定的，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这
一规定为健全科学的行政诉讼制度
提供了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被
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还原案件客观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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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
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
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
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
告经调查确认某酒店销售的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来源于原告曹
某，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涉
案白酒均在某酒店内查获，根据酒
店提供的相关清单和凭证，能够证
实原告曹某自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向该酒店销售相应品牌
白酒的事实，原告曹某对此亦予以
认可。二是原告曹某有销售侵权白
酒的前例，曾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局查处；且原告曹某在被告及该酒
店所提供的录音、视频中，对所售
白酒来源的描述能够反映原告销售

白酒的来源均非通过该品牌白酒厂
家的规范销售渠道取得。三是通过
录音、视频所反映的原告方在处理
涉前述假酒投诉事宜过程中的态
度、表述方式，结合被告及某酒店
的举证，涉案白酒系原告曹某销售
给酒店的可能性较大。

据此，法院依法认定某酒店所
销售的涉案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来源于原告曹某具有高度盖然
性。并依法认定：被告经调查确认
某酒店销售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商品来源于原告，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
故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具有
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而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润州党史学习有“法”可循

有形式瑕疵的遗嘱是否无效

本案祖父母能否撤销登记至孙子名下的房产赠与

行政诉讼证据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