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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农民工看着白条落泪

□王心禾

又是岁末，忙碌一年的打工者总
希望带着收获回家团圆。然而，“白条”
却在这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
难言之痛。一边是待结的工资，一边
是不拿就没有其他凭据的“白条”。舍
弃“白条”就等于放弃工资，拿了“白
条”却不意味着一定能拿到工资。“能
不能拿到钱要看所在的工地。” 建筑
工人徐某说（1月 5日《工人日报》）。

近些年， 针对农民工讨薪难
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法
律层面上的努力也不少。然而，现
实中的白条依然屡禁不绝， 对此
需要深究的是：问题根源在哪儿？
法规政策的执行难在哪儿？

农民工讨薪难，难在工程方不
讲信用， 也难在农民工的维权不得
法， 这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
劳动关系从建立之初就不规范直接
相关。以建筑行业为例，建筑工人徐
某 “这些年从来没签过一份正式的
劳动合同，都是跟着老乡出去干活，
靠的是口头承诺”， 没有劳动合同，
何时给薪水、给多少都难保障，即便
走司法途径解决， 仍会涉及证据不
足等问题而让维权之路遍布荆棘。
因此，解决讨薪难的第一步，应在有
关部门的维权普及上， 下大力气提
高农民工保护自己的法律意识，让
更多的务工者在面对用人单位需求
时，能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不过有网友说， 农民工明显

处于弱势， 要求签合同相当于丢
了工作。要解决这样的尴尬，必须
有职能部门在背后给农民工挺腰
杆。据报道，目前白条主要集中在
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建设开工，建
委的审批不能跳过， 审批通过的
信息如果能同步知会相关劳动监

察部门，那么，务工人员的劳动合
同是不是一并签订了， 劳动监察
部门就能在招工及开工后及时采
取备案、核实等手段来进行监督。
同时， 抽查建筑工地务工人员劳
动合同签订情况， 应成为劳动监
察部门的一种工作常态。 只是这
项工作不能集中在年底进行，而
应扎扎实实落实在每个工作日，
让确保劳动者薪水及时发到位的

监管对工程方形成压力， 用务实
的作为祛除他们的侥幸。

如果通过仲裁或司法途径解
决此类纠纷，出于人性化考虑，也
期望有关部门能在程序上提速案
件的处理， 给年关时刻的务工者
吃颗“定心丸”。另外，媒体多次报
道地方经验，比如福建省 2006 年
开始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
度，收效良好。日前，福建省发布
《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劳务实
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在全国率先实施
建设项目劳务实名制管理。 这样
的好做法，应及时推广，让更多的
务工人员受益。

总之， 要痛下决心解决讨薪

难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而是缺
少更大的决心， 而这份决心属于
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责。年关将近，
撇下亲人进城务工的人都盼着能
带着腰包把家还， 那是他们一年
的辛苦， 也是他们能给牵肠挂肚
的妻儿最大的安慰。 可就这样一
份正当的、简单的愿望，多少年来
始终难以兑现， 一张张白条的背
后都是不忍直视的老泪纵横和辛
酸无奈，这样的委屈，不该让劳动
者再忍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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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酒店里一窝“油耗子”被端了
东营垦利：公安部挂牌督办“7·09”大案宣判

本报讯 （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王晓晴） 近日， 公安部挂
牌督办并由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7·09” 王
欣然等 10 人打孔盗油盗窃案在垦利区法院宣判。 王欣然、 张厂
等 10人盗窃原油 1221 吨， 价值 320余万元， 法院以盗窃罪分别
判处王欣然、 张厂等 10 人十三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并
处罚金。 10 人当庭均表示不上诉。

王欣然是位于垦利区西郊的泰丰园大酒店的老板， 该酒店
实际上就是其盗油团伙的聚集窝点。 2015 年 9 月 2 日， 公安机
关在该处实施抓捕并搜查时， 正值团伙成员在此聚餐。 王欣然
还是山东大金京河商砼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购买了一台道
路穿越机， 雇用人员进行穿越作业。 2014 年底， 王欣然发现某
管线途经南张村外， 西侧正是该村一片庄稼地， 四处空旷、 人
烟稀少， 而南张村村支部书记张厂与其熟识。 王欣然开始有目
的地接触张厂， 张厂终于按捺不住被拉下水， 并为王欣然等人
大开方便之门， 掩护盗窃原油。 经过一番周密布置， 该团伙开
始了他们昼伏夜出的疯狂盗油。

办案人员在案件侦破后发现， 王欣然盗油团伙分工明确，还
呈现出“家族式”盗窃模式。 为了保证盗窃原油不被发现，王欣然
将他的表兄弟、姻亲们拉入伙内，团伙成员囊括了家族中大部分
的壮年男子。 更特殊的是，在该案被告人中，有一对父子，还有一
对双胞胎兄弟。 开庭时，旁听人员基本上是老弱妇孺，法庭判决
时， 只听到庭下一片哭声。
常言道 “打仗亲兄弟 ，上阵
父子兵”， 但如果在犯罪中
显示出“家族式”特点，一旦
案发，葬送的将是整个家族
的未来。

欢迎各检察新媒体公众号投稿，请与检察日报新媒
体工作室联系 邮箱 ：jcrb2014@qq.com； 微信号 ：
jcrbxmt；电话：（010）68631261合作社发救济？细查发现猫腻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周闻胜 涂 湘

“专业合作社为什么发救
济 ？” 河南省桐柏县检察院检
察官在群众议论中发现线索 ，
细查发现了猫腻。 近日， 桐柏
县扶贫开发局一股长徐华林因
犯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 贪污
罪， 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2016 年 2 月中旬， 桐柏县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检察官在
户固镇梁营村走访调查相关扶
贫项目落实过程中，听到有群众
讲：“专业合作社发化肥、发救济
了。”

专业合作社为什么发救济？
职业的敏感促使检察官一探究
竟。有村民说，“村里实施了一个
‘扶贫开发增收到户夏枯球种植
项目’。其实项目并没有搞，合作
社给群众发化肥只是个 ‘烟幕
弹’罢了”。经缜密调查，该村的
夏枯球种植扶贫项目报账材料
上所显示的 90 余户贫困户竟然

对该项目一无所知，个别农户仅
领取了一两袋化肥，以为是上级
发的救济。而且，项目报账资料
中购买种子和化肥的 36 万元发
票，大部分是虚假的。经进一步
追查，发现本该购买种子和化肥
的钱竟大部分落入村主任张某
和合作社负责人金某手中。经讯
问，张某、金某承认了骗取扶贫
款的事实。

张某供述说 ，2013 年为了
发些“外财”，他专门到县扶贫开
发局询问徐华林，得知需要先成
立合作社才能有扶贫开发项目，
便找到夏枯球种植户金某先期
成立了“桐柏县赐福中药材专业
合作社”， 表示事后给金某 5 万
元 。2014 年两人便开始参照夏
枯球种植扶贫文件要求制作假
材料，伪造了营业执照、项目申
报表等一系列材料， 捏造购买
16 万元夏枯球种子的事实 ，虚
开 70 吨化肥发票， 向该县扶贫
开发局申报夏枯球种植扶贫资
金项目。

2015 年 7 月的一天， 张某
为了让虚假的资料通过验收，向
徐华林塞了 5000 元现金。 拿到
钱后，徐华林主动“指导”完善虚
假材料， 最终造假项目通过验
收。张某交代说：“如果没有徐股
长关照，我可能连验收关都过不

去，更不用说‘大把捞外快’了！”
获知这些情况后，桐柏县检

察院侦查员在副检察长李峰的
指挥下，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秘
密初查，主要围绕徐华林经办的
签字项目进行筛选取证，查实另
外三个增收到户项目也套取了
国家扶贫款；项目负责人都有向
徐华林行贿的行为。

徐华林涉嫌滥用职权 、受
贿。固定证据后，该院检察长曾
军决定收网，2016 年 3 月 19 日
徐华林被刑事拘留。

徐华林曾从事刑事侦查办
案工作长达 7 年，熟悉刑事侦查
和法律规定。到案后，徐华林大
打“太极”。但在扎实、全面的证
据面前，徐华林的心理防线逐步
被突破，态度从开始的“拿出证
据来我就认”转变成“我愿意争
取从轻处理”， 并交代了检察机
关尚未掌握的一起贪污事实。

经查，徐华林因涉嫌滥用职
权使国家损失 105.02 万元 ，受
贿 6.55 万元，贪污 12.3 万元。近
日， 桐柏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因徐华林具有自首、 坦白等情
节，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没收
违法所得 18 万余元。

同时，该院反渎职侵权局向
公安机关移送从徐华林案中发

现的 2 条诈骗犯罪线索 。 2016
年 10 月 25 日，骗取扶贫资金的
张某等 6 名被告人因诈骗罪分
别被桐柏县法院判处五年至六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分别并处
罚金。

在查办徐华林涉农 、 扶贫
领域职务犯罪的同时， 该院注
重犯罪预防 ， 促使完善机制 ，
堵塞扶贫漏洞。 主动与县纪委、
财政局、 扶贫开发局等单位协
商， 共同制定了 《桐柏县扶贫
开发赃款归库重置扶贫意见》，
对立案的由检察院追赃， 移交、

移送案件的建议受案单位追赃，
追回的赃款全部归入国库， 重
置后仍用于扶贫， 确保扶贫户
的利益不受案件影响 。 目前 ，
桐柏县共追回扶贫赃款 180 万
余元。

此外， 该院还撰写了 《桐
柏县涉农扶贫项目分配实施验
收提款环节中存在五大漏洞应
重视》 的报告， 报请县委， 县
委批示要求涉农扶贫相关单位、
乡镇政府认真组织学习， 自查
自纠， 建立相应制度， 堵塞精
准扶贫漏洞。

覃建华： 本院受理胡远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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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江口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彭生：本院受理胡远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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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9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新江口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罗仕松： 本院受理胡远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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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江口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习波、黄井柱、于长明：本院受理王雪胜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饶商初字第
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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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双鸭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法院

杜江森： 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渑池支行
（下称中原银行渑池支行）与你及闫燕燕、刘亮、时炜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221
民初 1638号民事判决书，其结果“一、杜江森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4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2013年
7月 31日至 2014年 7月 15日按本金 40万元，月利率 7‰
计算，2014年 7月 16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按本金
40万元元，月利率 10.5‰计算）；二、闫燕燕、刘亮、时炜承
担连带保证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法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300元，由杜江森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张韶毅：本院受理河南渑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及胡小芳、李延朝、茹留景、张留学、石松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刘帅：本院受理黄新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武伟：本院受理赵胜彬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商城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靳少龙：本院受理刘小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康万明：本院受理封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封立志、王秀玲：本院受理胡灯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陈志民、牛香如：本院受理王子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刘会光：本院受理张起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商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李付滨：本院受理吴记霞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商城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杭竟、徐勇：本院受理徐春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903 民初 4452 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向本院秦南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肖永军: 本院受理陈先高诉你和周传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依法作出的（2016）鄂 1087 民
初 848 号民事判决，因周传新不服本判决，已向我院递交上诉
状，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陈一民：本院受理赵完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30日。 定为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 时在本院青山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王卫刚：本院已受理张耐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4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屯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刘付丽：本院已受理李梦月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屯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陈林、李小可：本院受理冯启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135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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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李群保（411221196603150030）：本院受理陈华良诉你及
张春才、李红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张春才、李红兰偿
还借款 5 万元及利息，要求你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要求你们
承担诉讼费用，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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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李冰冰:郭发现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02 执 223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商丘市金盛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审理上诉人商丘市

盛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建与被上诉人耿福军、王三玲、张

慧、李亚，原审被告商丘市金盛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豫 14 民终 2358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单
位见到公告后可到本院民三庭 428 房间领取上述文书。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范建国与姜静波、 姜万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3 执 1949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选择评估
机构通知书、现场勘查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本院（2015）西民三初字第 136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姜静波、姜万云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第 7 日（节假日顺延）到本院 206 房间选择评
估机构，逾期不到庭，视为放弃选择权。现场勘查载明：责令被
执行人姜静波、姜万云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第 30 日（遇节假日
顺延）到伊川县人民西路人民政府 11 号楼、伊川县圆方御明苑
小区 3 座 1 单元 802 号房进行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
利。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李伟： 本院受理范帅伟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西执字第 59 号选
择评估机构通知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载明：定于公告送达
之日起第 7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到本院 206 室选择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将视为放弃权利。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欢、杨新新：本院受理李凡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303 执 1416 号执行
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变卖财产通知
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于公告送达之日后 5 日内
履行（2015）西民三初字第 104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查封的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定于本公
告送达之日起第七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到本院 206 室选
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将视为放弃选择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黎路军： 本院受理郑州诚邦保险索赔服务有限公司洛阳
分公司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豫 0303 执 1657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
决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于
公告送达之日后 5 日内履行（2015）西民二初字第 898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查封的被执
行人名下财产，定于公告送达之日起第七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 9 时到本院 206 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将视为放弃
选择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黄雪、宋新根、黄强：本院受理江西峡江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陈友生： 本院受理余生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赣 0823 民初50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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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谷自民、耿晓彩：本院受理魏志祥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025 民初 246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刘衰狗：本院受理余清菊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赣 1103 民初 9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洋口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上饶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张海兵：本院受理余丽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赣 1103 民初 18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洋口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朱春根、朱林林：本院受理欧阳赛春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赣 0430 民初 124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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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

陈勇军： 本院受理樊烽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623 民初 3296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本
金 20000 元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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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潘义红（522635197107240417）：本院受理梁凤诉与你同

居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黔 2635 民
初 5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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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王玉兰：本院受理罗世光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黔 2635 民初 437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提出与
王玉兰离婚，准予离婚；罗世光自愿抚养婚生长子罗龙华，并放
弃要求王玉兰支付抚养费。案件受理费200 元，原告自愿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赵通要（男，1967 年 11 月 3 日生，畲族，住贵州省麻江县
金竹街道陆堡村紫竹组）：本院受理田水妹诉与你离婚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３
日 ９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黄恩燕：本院受理孙钦宝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3 日(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长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

刘建先：本院受理曾祥设诉你离婚一案（2017）黔 0322 民
初 76 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 日 10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谭延华：本院受理贵州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德江分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13:00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杨贵春、曾顺武、欧树林：本院受理德江县汇鑫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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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10:00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张连兵：本院受理黎国婵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黔 0626 民初19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
原告与被告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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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安仕辉：本院受理罗娟进诉你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黔0626 民初171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小孩安飞成由安仕辉抚养，原告每月支付
被告小孩的抚养费300 元，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至小孩年满

18 周岁止， 支付方式为每年的12 月31 日一次性支付当年的抚养
费”。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周雪风、叶志强：本院受理李如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闽0703 民初263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周雪风、叶志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
如意借款本金 105000 元及利息 （自2015 年7 月1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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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梁永明：本院受理武立玲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1523 民初1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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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
张天峰、赵昕、吴伟、李庆孝、李美玲：本院受理王世龙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 ：30 （节日
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
李万平（51102819740429202X）：本院受理叶洪英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民间借贷纠纷二案，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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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 年4
月6 日9：30 在本院响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周绍铖：本院受理杨勇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唐福荣：关于原告张克军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本院准许你们

离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黔0329 民初第137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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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份，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冯长林：本院受理安加会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黔0329 民初15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２０17年 1月 6日（总第8063 期）

姚雯/漫画

“有偿抢票”是不是黄牛？
来源：正义网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小伙伴们都是
怎么买票的呢？最近有媒体说网络购票平
台是黄牛。这是真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聊一聊，“有偿抢票”到底算不算黄牛。

天上掉下来的“保健”要不得
来源：南昌东湖检察

话说某日，唐僧师徒四人去往西天取
经的路上，途经东胜神洲的某菜市场……

五张漫画看懂民行检察职能
来源：杨浦检察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领取这沉甸甸的

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