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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中国对反腐的努力。中国近期在金融
领域的反腐行动对韩国很有启发，我深信中国
检察机关的这些行动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的检察工作在
很多方面都是韩国的参考和范例。特别是“天
网行动2017”，该行动逮捕了贪腐逃犯并没收
他们的非法财产。这次会议让我看到了中国
政府实现并坚持法治的努力，还有中国检察机
关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决心。

韩国总检察长
文武一

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到访中国。但是，亚
美尼亚检察机关和中国检察机关长期保持
着紧密合作，并且随着交流，这种联系正在
逐步加强。我认为，这次年会对全世界很重
要，感谢中国的检察官同事们，为国际检察
界贡献了一场高水平的峰会，使来自世界各
地的检察官同行有机会互相接触、认识了
解，并在检察工作相关方面进行密切会谈。
这个年会安排得好，日程紧凑，希望通过高
效率的工作，达到预想的会议效果。

亚美尼亚总检察长
阿尔图尔·达夫特杨

认真听会

“合作对于打击贩卖人口的意义”研讨会

马尔代夫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中国是亚洲主要国家，是世
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发展成就
引人瞩目。市场机制的完善，现代技术
和 管 理 的 运 用 ， 改 革 开 放 政 策 的 实 行 ，
但最重要的是，良好的管理，这些因素
已经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而
对检察官设定的高标准就是中国树立的
一个好榜样。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从中国
丰富的经验中有所收获。

马尔代夫总检察长
阿伊莎斯·毕莎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会议，我想
应当是“精彩绝伦”。我对中国检察机关并
不了解，这次大会给了我接触中国检察官
的机会。另外，我只能说法语，对英语并不
熟悉，在这里特别感谢会议的组织方，尤其
是先进的现代化条件和设备，为这次中国
之行提供了诸多便利。

塞内加尔达喀尔驻上诉法院检察院检察长
兰萨那·赛彼

这次活动办得很成功，规模也很大。
不仅是会场布置、活动安排，还有会上各
国代表的精彩发言，都令人赞叹不已。当
我方提出想与英国代表会见的请求后，主
办方在第一时间予以回应，并及时进行了
会见安排，非常高效。从飞机落地到开会
现场，我和随行同事刚到北京就有志愿者
接待，整个过程中都有许多工作人员为我
们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让我们深切感受
到了中国检察官的热情好客。

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
阿德里亚迪克·拉拉

在来中国之前，我就在国际检察官联
合会的会议上遇到过一些来自中国的检
察官，他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在中国，检
察官的人数非常多，而在我们国家，检察
官不到 1000 人。我觉得这次会议办得非
常 好 ，主 办 方、会 务 人 员、志 愿 者 都 非 常
好，非常友好热情。对接下来几天的会议
日程，我很期待，期待这种美好的经历能
够一直持续下去。

挪威总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卢那·托格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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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成：本院受理周红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 0826 民初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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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周凯、汤蓉蓉：本院受理徐西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826民初2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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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栾加本：本院受理马书兰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826民初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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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何得桂：本院受理潘伟兵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826民初1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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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夏成龙：本院受理李井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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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卢国富：本院受理夏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27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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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蒋双平：本院受理蒋卫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193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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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李书套：本院受理余红宾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25民初56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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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汪健：本院受理陈爱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完。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827 民初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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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曹小奇、徐秀苗：本院受理程毛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30
在本院高士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高林龙、张先荣：本院受理王润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827 民初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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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彭世伟、郭桂红、河南贵红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
少辉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宏源（许昌）焦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瑞华国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司与襄城县鸿泰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首
鑫实业有限公司、李刚、刘爱枝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1025 民初 22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七里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范强：本院受理王红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28 民初 138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玉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王建美：本院受理韩俊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 豫 1024 民初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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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阳市大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李蓉：本院受理当阳市
国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还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鄂 0582 民初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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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董文侠：本院受理刘艳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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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九点在永清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姜文进：本院受理王品品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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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陵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丁怀民：本院受理丁怀伦、丁怀凤诉你转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初 238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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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德勇、张志国、王兆娥：本院受理杜晶晶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
初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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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庆哲：本院受理孔凡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初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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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祥新：本院受理尹爱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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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陵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刘大海、孔庆花：本院受理孔德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初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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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魏峰、魏营、孔宪明：本院受理李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初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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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德军：本院受理薛广蕊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0881 民初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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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孔祥福：本院受理徐奉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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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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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陵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陈钢（别名：陈刚）：本院受理王利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川 1923 民初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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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文学、李春:本院受理黄真飞诉你们及黄真飞诉李春民间

借贷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9 民初
1251号、(2017)黔 0329民初 1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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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吴成红、龚向奎、文学、李春:本院受理黄真飞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329 民初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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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
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王从永：本院受理苟玉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并作出（2017）川 1923 民初 1066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公
告向你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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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张光泗：本院受理文志芳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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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 2017年 12月 6日 9时在本院有
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邹宇富：本院受理周朝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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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通过本院预交上诉费

（上诉费按不服部分的金额缴纳），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高启荣、杨仕碧：本院受理重庆宏坤钢管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渝 0230 民初 2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王淑军：本院受理陈国强诉你及李晓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51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彭钢：本院受理彭雪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116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秦家伟：本院受理曾淑秀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9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余世普：本院受理张进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余世普：本院受理湛忠权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177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名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张凯：本院受理王志金诉你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诉
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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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吴平武：本院受理罗甸县盛君汽车租赁行诉你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8民初
38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黄小兵、蒋秀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丰都支行诉你们及丰都远航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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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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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名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陈家英：本院受理孔付红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內。定于2017年12月12日10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罗芳：本院受理汪建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黔 0502 民初 560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7 年 12月 12日 10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才兴：本院受理王锦明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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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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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

张久茂、邹香、福泉市现代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
福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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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提出答辩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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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陈文武：本院受理唐碧兰与你、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5 民终
900 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
序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李楞小、马二兰、施外平、闫海龙、杨飞：本院受理准格尔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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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2017）内
0622 民初 150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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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圪堵法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巴音朝格图、苏雅拉格日乐：本院受理杨有山、刘瑞亮、

张永来、贺伟国、程向飞、王明亮、王来宝、王玉英、姬润贵诉
你们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内 0622民初 1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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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张明、许登丽、刘霞、杜媛、张二明：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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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2017）内 0622民
初 278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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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圪堵法庭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李英、闫海龙、张二明、高美荣：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内 0622 民初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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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
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尹朝红、郝军、刘瑞祥、郝艳茹、郝建梅：本院受理准格尔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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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2017）内0622民初
229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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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圪堵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云娥女、云和雨、白利红：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内 0622 民初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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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张琴、张二明、杜媛：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内 0622 民初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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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闫海龙、李英、许文燕、李俊峰：本院受理准格尔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内 0622 民初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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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
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樊斌：本院受理孙冠军诉你与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安定壕
村民委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内 0622民初 4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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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魏如旺：本院受理李发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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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3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咸村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马武欣：本院受理古军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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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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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在本院 1 号
审判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王安如：本院受理谈龙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422 民初 19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安丰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议题生动而切合实际，会议精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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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在我看来，近些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取得
了很大成就，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在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
常符合国情；另一方面，中国的立法不断完
善，执法司法规范有力。我对中国检察官的
印象也非常好，他们专业而有素养。据我所
知，中国检察官在反腐败和打击恐怖主义犯
罪、有组织犯罪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果
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国家的检察官能来这边
交流学习，借鉴中国在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
犯罪等方面的相关经验。

东帝汶总检察长
约瑟·西蒙斯

第二次全体会议后，嘉宾翻看《检察日报》

分享保护公益、推进法治建设经验,是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旨所在。各国检察官聚
在一起就是为了互相学习，外方需要向中
国 学 习 司 法 经 验 ，中 国 也 可 能 向 我 们 学
习。这次大会让我们不再依赖电话、电子
邮件，而是有机会坐下来、面对面高效地交
流。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的宗旨在于提高国
际司法交流合作的水平，相信通过此次会
议，与会代表们交流研讨，将进一步发挥联
合会的这一重要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执行局主任
大卫·斯卡利亚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检
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主题是

“为公益服务的检察——变化社会中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既生动又切合当前实际，
来自各国的检察精英为大家分享先进经
验，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会。
这次年会为我提供帮助的年轻检察官非常
值得称赞，他们热情、友好，工作效率也很
高，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前主席
詹姆斯·汉密尔顿

到目前为止，大会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得
非常到位，各项议题的讨论也很务实、精
彩。与此同时，中国检察官同行们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们年轻、自信、专业，有能
力处理好各种事情。我很惊喜于大会为每一
位参会代表提供的数字化智慧服务终端，它
十分便捷、智能。通过智慧服务终端，我能
迅速地了解每天会议相关信息，并能通过内
置的聊天软件与其他人联络沟通，这一切都
带给我完美的体验。我一直随身携带这个手
机，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默罕默德·哈桑·阿卜杜拉罕

主题为“在数字时代中起诉犯罪”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嘉宾查看会议议程

研讨主题聚焦“国际检察官协会”的分会场

□嘉宾如是说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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