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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坤：本院受理周飞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32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前来第一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贵州竹园惠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建成诉你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521 民初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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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唐承科、唐美玉：本院受理肖立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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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黄仲文：本院受理秦昌兵、蒋荣贵诉你及广西盛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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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9 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迟春玉：本院受理张金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 0524 民初 208 号民事判决
书、(2017)吉 0524 民初 208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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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
郭部云：本院受理官达凯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521 民初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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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石廷红：本院受理金必全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黔 0521 民初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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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韩卓、喻刚云：本院受理喻刚云诉韩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0521 民初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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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潘木华、邵金秀、潘晓娥、潘爱华、潘丽玲、潘丽红、潘丽
婷、龚文华、鹰潭市友联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江西省雄伟家具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溪市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赣
0681 民初 9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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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董志龙、曾招兵、汪肖、江欢:本院受理贵溪市广信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赣 0681 民初 11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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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曾招兵、曾广生、桂琴秀、董志龙:本院受理贵溪市广信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赣 0681 民初 112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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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陈金云：本院受理天柱县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社诉你与

龙成涛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627
民初 9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24%从
2015年 10月 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止），龙成涛对陈金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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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陈学英：本院受理封亚非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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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灵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陈海东：本院受理孟庆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2 民初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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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海东：本院受理蒋其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2 民初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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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海东:本院受理孟庆慈诉被告江苏宝悦置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被告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陈海东:本院受理蒋其锋诉被告江苏宝悦置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被告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孔双旺：本院受理李占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17）冀
0929 民初 4215 号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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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王金刚：本院受理张冬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929 民初 229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应自送达之日起 15日内通过本院提起上诉，上诉
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闫大华：本院受理徐显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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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唐寿祝、朱兵：本院受理徐晓宝诉王喜会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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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8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魏志霞：本院受理苍桂高诉你与胡文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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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8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郭卫东：本院受理从维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 7 万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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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4：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魏燕飞：本院受理张玉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 1221 民初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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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范从金、鲍舞：本院受理胡海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皖 1021民初 1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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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范红奇：本院受理郑小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 1003 民初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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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李志荣（李荣志）：本院受理李占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003 民初 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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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李彦彦：本院受理赵鹏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003 民初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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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陈国增：本院受理韩亚粉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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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灵
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孙中海、金洪妹、金炳华：本院受理盐城方行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苏 0925民初 32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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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
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张成胜：本院受理梁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5 民初 252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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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王杰平：本院受理张冬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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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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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洋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锦州宏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大连海鹏
建设装饰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履行（2016）辽 0283 民初
5565号民事判决建筑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2017）辽 0283 执 171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逾期仍不履行义务，不申报财
产，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张林仁：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谢洁芳申请执行你履行
（2013）庄民初字第 319号民事判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依法扣划你于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存款，现向你公
告送达（2017）辽 0283 执恢 1847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庄河市金洋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曲成涛、宫兴久：本院受
理申请执行人庄河市北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你们履行（2016）辽 0283 民初 2265 号民事判决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辽 0283 执 2851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义务，不申报财产，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武涛：本院受理张春明诉你与马长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1024 民初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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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武军猛：本院受理孙东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5 民初 281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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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杨利军：本院受理李铁柱、李兴勤诉你与被告安盛天平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
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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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交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欧施俊：本院受理赵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411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 348000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 4 倍承担利息，承担律师费 2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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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淮安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培媛、黄建
全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苏 0826 民初 3268 号判决书，判决你公司赔偿原告
27105.14元及诉讼费 1077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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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荀如明、荀德国：本院受理陈士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
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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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7 日 14：10 在本院第八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淮安南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秀山、卢方
梅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苏 0826 民初 2829 号判决书，判决你公司赔偿原告
8406元及诉讼费 65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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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王保峰、王文霞：本院受理王国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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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孟凡成：本院受理孙兰青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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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谈步春：本院受理孟凡秀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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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李传权：本院受理顾月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苏 0826 民初 51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
予你们离婚，婚生男孩李宇随顾月霞共同生活，李传权每月
给付抚养费 5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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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梅：本院受理江苏盛大置业有限公司与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故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须知。原告要求与你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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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15：30 在本院 18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余小敏：本院受理孙井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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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9 日
14：40在本院第八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朱永兵、褚玉莲、朱敬我、陈娟：本院受理江苏涟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和朱永海、傅善菊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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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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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29日 14：10在本院第八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梁建：本院受理嵇星高诉
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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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23日 14：30在本院第十法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张波：本院受理永城市仁和种植专业合作社诉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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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诉请要求你偿还欠款 371199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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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
李昊亮、贾玉东：本院受理张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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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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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周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薛业祥：本院受理武西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日 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周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武汉市金亮织带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嘉鱼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
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鄂 1221 民初 765 号民事判决书，嘉鱼
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 1221 执 561 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查封），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孟村回族自治县金菲管道装备制造厂因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申请人孟村回族自治县金菲管道装备制造厂。公示催告的
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400051/23888146，金额 10万元
整，出票人宜昌领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宜昌宁达贸
易有限公司，背书人宜昌宁达贸易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力德
橡塑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中盛化工有限公司、浙江九洲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山织网滤布实业公司，持票人孟村回
族自治县金菲管道装备制造厂，付款行湖北当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出票日期 2017 年 5 月 12 日，到期日
期 2017 年 11 月 3日。申报权利期间：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
至 2017年 12月 29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付朱印：本院受理付云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冀 0532 民初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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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刘粉红：本院受理董现强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9 民初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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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张帅辉：本院受理王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豫 0329 民初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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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吕朋雨:原告李钢年诉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11 民初 1576 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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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襄城县永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纪德宽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025
民初 1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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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襄城县永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纪宝霞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025
民初 1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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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周长清：本院受理刘庆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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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吴友国：本院受理徐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民初 140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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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吴友国：本院受理郭本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140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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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袁德玉：本院受理刘兰兰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民初 17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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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翟本友：本院受理倪世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345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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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张鸿雁、洪光月：本院受理杨坚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138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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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代永江：本院受理汪金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民初 20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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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殷成功：本院受理张福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143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山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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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合肥市自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明传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39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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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陶凯:本院受理李守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你支付工钱 10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定于 2018年 1月 29日
9时在本院古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李华、廊坊嘉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瑞霞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冀 1025民初 1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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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天津市文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莫会来：本院受理大城

县一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 1025 民初 191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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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汪惠锋、周增华：本院受理刘浩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24 民初 6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杨宗光：本院受理刘铜诉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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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田分平：本院受理张庆辉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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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张舒雅：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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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智光好、蔚晓艳：本院受理叶少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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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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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高龙环：本院受理郑苏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9 民初 17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216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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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周团星：本院受理郑苏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9 民初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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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

毛月明、陈芳：本院受理陆兴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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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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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朱绍林：本院受理大冶市连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庆华、程伟兰：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叶辉与被执行人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大冶
执字第 00827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你们共有的
位于大冶市城北开发区东风东路 29号自来水住宅小区 2-3-
301室房屋一套。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钟俊房、李燕：本院受理叶明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赣 0728 民初 35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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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刘根成：本院受理叶明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赣 0728 民初 3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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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法院

陆虓：本院受理占丰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赣 0681 民初 101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田会春：本院受理佘兴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吉 0182 民初 28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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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于长玲：本院受理常海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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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宋前平：本院受理唐裕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缺席

审判。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黔 2725 民初 400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内来本院第三法庭领取，逾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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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莉：原告吉秋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黔 0181 民初 14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借款 22000 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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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胡家镇红岩村镇组7组33号梁仕奕：本院

受理台州市正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 1028 民初 239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及副
本。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李英：本院受理喀喇沁旗海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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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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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楼子店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刘曌宇：本院受理巴桂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内 0428 民初 281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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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王德明：本院受理周文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内 0428 民初 27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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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春雷：本院受理刘志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内 0428 民初 144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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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马同山、王淑青：本院受理廊坊华利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冀 1025 民初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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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胡 正 龙 （512529196603071959） 、 刘 加 伟

（512529196507123237）：本院受理潼南县鑫友钢管构件租
赁站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渝 0120 民初 32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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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王梅琴、林智发：本院受理建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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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783 民初 8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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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王梅琴、林智发：本院受理建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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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783 民初 8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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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王梅琴、林智发：本院受理建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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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783 民初 8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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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曾清凤、王立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瓯市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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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0783 民初 6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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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强、张华丽、上海金厝银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海界限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贵州鸿旺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诉王毓鸿、王春燕、你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巩瑞运：本院受理路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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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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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齐都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黄土坎乡金农家庭农场：本院受
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与马
国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合
永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于永刚、青岛信诚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淄博元丰盛

工贸有限公司、青岛正瑞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邱谋东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鲁 0305 民初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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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周晓峰/口述
张吟丰 胡莎/整理

“我没有受贿，也不知情。”
面对检察机关的讯问，林某的口
供始终是这一句。林某是湖南

省岳阳某单位负责职工经济适
用 房 建 设 的 负 责 人 。 该 项 目
2010 年 9 月动工，蹊跷的是，完工
后一直无法交房，预缴的房款也
无法退回，职工叫苦连天。2014
年 12 月，我们也收到多条举报线
索，反映林某在该基建项目中涉
嫌利用职权收受贿赂。

我们立即介入初查，发现负
责该项目建设的益峰公司法定代
表人刘浩（化名）涉嫌向林某行

贿。在初查掌握相关证据后，我
们对林某及刘浩立案侦查。然而
讯问很快就碰到了“钉子”，不仅
林某不开口，刘浩也拒绝承认向
林 某 行 贿 ，案 件 的 查 办 陷 入 僵
局。我当即决定，从案件材料里
查，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

基建项目立项审批报告、经
费预算报告、施工合同、造价表、
施工方资质证明……每一份材
料办案组都仔细筛选甄别。突

然，益峰公司的一份股权登记表
引起了我的注意。工商部门出
具的登记资料显示，益峰公司系
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名股东，除
了刘浩，另一名股东叫孙平（化
名）。而孙平拥有的另外一家建
筑公司，恰好因为涉嫌单位行贿
罪正在接受调查。

“会不会孙平也对林某行贿
呢 ？”一 个 假 设 立 即 跳 入 脑 海 。
在办理有关手续后，我们找到孙

平问话。因为掌握了他单位犯
罪的充分证据，在问话中首先向
他讲明了利害关系，劝告他主动
配合、坦白从宽。

“我如果交代的话，你们会从
宽处理吧？”我出示法条让他打消
顾虑。“好吧，我全部供述。为了
拿到基建项目，不仅我给林某送
了钱，刘浩也送了，我一次性给了
11 万，刘浩给了 12 万，这些钱都
在公司账上冲抵报销了。”随后，

根据孙平提供的线索，我们很快
找到了那两张报销单。

当我拿着报销单再次讯问
刘浩的时候，他已无可抵赖，承
认 了 向 林 某 行 贿 的 犯 罪 事 实 。
令我意外的是，刘浩还交代：“林
某还指示益峰公司采用内部投
标的方式，让某电梯公司在基建
项目电梯采购项目上中标，事后
电梯公司给了 15 万元好处费。”
顺藤摸瓜，我立即找到电梯公司

问话，证实了这一笔犯罪事实。
至此，三笔行贿事实全部指

向“林某”。当再次面对我们的讯
问时，他终于开口了：“是我一时
糊涂，我有罪……”随着林某的口
供突破，我和办案组的两位同事
终于松了一口气。

2015 年 11 月，法院以受贿罪
判处林某有期徒刑五年。通过紧
紧揪住林某这条案件线索，我们
步步深挖、层层拓展，又一举查
处了该系统 6 名管理人员受贿窝
串案，他们在基建、国土、水利
等项目中收受贿赂总额达 200 多
万元。

（周晓峰系湖南省岳阳市人
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

从一份股权登记表中揪出7个“蛀虫”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马莹莹

2017 年 8 月 18 日，山东省微
山湖畔 3 名乡镇农业技术推广
站原站长，因收受微山县种子管
理站、微山湖种业有限公司每斤
种子 2 分钱回扣，被微山县法院
一 审 作 出 有 罪 判 决 ，被 告 人 张
某、刘某、何某犯受贿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这是微山县检察院开展涉农
领域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活动以来
侦破的又一起涉农领域贪腐案
件。而同年 5月，另有 3名乡镇农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也因同一问题
被微山县检察院立案侦查。至
此，今年已经有6位农技站长因为
这“2分钱”的回扣失足落马。

举报
种子管理站收回扣

去年 3 月，微山县检察院反
贪局收到反映微山县乡镇农技站
长借良种推广之机收取种子公司
回扣的举报信件，但举报线索没
有指明具体的乡镇农技站。经过
分析研判，举报反映的问题有很
大的成案可能，为此，微山县检察
院决定展开初查工作。

初查之初，办案人员采取最

传统的方法，首先安排干警收集
良种补贴的有关政策规定及乡
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职责，并借
鉴外地查办经验。办案人员经
过查询了解到，国家为支持农民
积极使用优良作物种子，提高良
种 覆 盖 率 ，实 施 了 良 种 补 贴 项
目，对农民选用优质农作物品种
而给予补贴。良种由政府统一
采购，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
良种补贴项目供种企业。县级
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选择良
种，不得采取强制手段干预农民
自愿选种。全县各乡镇农业技
术推广站按照县农业部门安排，
负责小麦、玉米等优良品种推广
工作。

办案人员进一步了解到，从
实施良种补贴项目开始，微山县
种子管理站及后来改制成立的
微山湖种业有限公司，都是微山
县境内唯一的中标企业。

查账
“蝇贪”渐渐浮出水面

为尽快查清案情，办案人员
果断出击，调取了微山县种子管
理站、微山湖种业有限公司相关
会计账目。干警通过细致查看
会 计 凭 证 ， 终 于 发 现 了 猫 腻 ，
微山县种子管理站、微山湖种
业 有 限 公 司 为 了 多 推 销 种 子 ，
采 取 以 新 品 种 推 广 经 费 、 运
费、临时工工资等名义，向马
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某
等人发放回扣款。

原来，国家实施良种补贴项

目政策，以提高良种使用率，但
推广不得采取强制手段，由农民
自愿选种。乡村农民对于良种
政策、品种等并不了解，这时就
需要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走到
乡间地头宣传国家良种政策，引
导农民使用全省统一政府采购
的良种发展生产。但在实际工
作中，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
人员却不愿走到乡间宣传，工作
敷衍塞责，农民往往得不到最新
良种政策。

中标的种子企业为多推广
销售种子，不得不想“办法”提高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于是想出了每
销售一斤小麦种子给予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 2 分钱、一斤玉米
种子给 1 角钱的办法来提高乡
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宣传良种的
积极性。此“计”果然效果立竿
见影，采取这种措施后，种子公
司销售良种的数量大幅提高。

查明上述情况后，微山县检
察院果断对马坡镇张某、昭阳街
道刘某、欢城镇何某立案侦查，
并将三人传唤到办案工作区进
行讯问。张某等人到案后拒不
认罪，不承认收受贿赂的犯罪事
实，狡辩称种子公司的这些钱是
给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推广经费，
主要是用于推广种子使用。办案
人员拿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职责
文件，明确告知良种推广属于其
本职工作，经费由财政保障，且其
收受的这些钱也没有在单位入
账。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张某等
人不得不承认受贿的事实。

摸排
顺藤摸瓜挖出窝案

至此，张某、刘某、何某受贿
案基本告破。经查实，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张某、刘某、何某在
负责辖区良种推广工作期间，以
农技站的名义分别从微山县种
子管理站、微山湖种业有限公司
领取“良种推广费”16 万余元、9
万余元、11 万余元，其中部分用
于良种推广工作。

受贿案告破后，微山县检察
院反贪局侦查干警并没有放松
下来。全县十几个乡镇，难道只
有这三个乡镇有问题吗？抱着
深挖线索、扩大战果的想法，办
案 干 警 又 将 目 光 转 向 其 他 乡
镇。经过细致摸排，又将种子公
司的记账凭证重新梳理，终于证
实了办案干警们的怀疑：夏镇街
道、韩庄镇、鲁桥镇的农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同样存在收受种子
公司回扣的嫌疑。

2017 年 5 月，微山县检察院
分别对夏镇街道农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殷某、韩庄镇农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高某、鲁桥镇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张某以受贿案立案侦
查，目前该案正在侦查过程中。

据悉，近五年来，微山县检
察院根据上级安排开展涉农领
域职务犯罪侦查专项活动，将打
击涉农领域职业犯罪作为工作
重点，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办案
力度，系统抓好专项侦查活动，
共办理此类案件 35件 67人。

据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
此类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部分
基层工作人员素质不高、懒政惰
政 。 部 分 干 部 为 官 “ 动 机 不
纯”，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2分钱的回扣，让 6名国家
工作人员身陷贪腐漩涡，这样的
教训非常深刻。

山东省微山县一些种子企业为多推广销售种子，每销售一斤小麦种子给予农业技术推
广负责人相应回扣，此“计”立竿见影，种子公司销售良种的数量大幅提高——

2分钱扳倒6名农技站长

安徽

博物院原院长因受贿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韩露） 由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安徽博物院原院长朱良剑涉嫌受贿案，日前由淮北市
烈山区法院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朱良剑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40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检察机关指控称，朱良剑在担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安徽博物院
院长期间，利用负责相关工程项目招投标、费用支付等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送给的贿赂款物计人民币 134 万余元，并为他人谋取利
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朱良剑涉嫌受贿事实总共有 7 起，其中 3 起
与物业管理、食堂承包有关。北京中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负责人傅国辉为在安徽博物院新馆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费用支付等
方面取得朱良剑关照，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先后送给朱良剑人民币 40
万元。2002 年，夏某租赁安徽省博物馆老馆房屋经营餐饮后，为在降
低租金、少交押金方面得到朱良剑的关照，于 2015 年底的一天送给朱
良剑人民币 1 万元和 4 张价值共 2 万元的餐饮公司储值卡。2013 年，
合肥市某餐饮公司承包了安徽博物院职工食堂，为在长期承包该食
堂、及时结算承包费方面取得朱良剑的关照，该公司副总经理先后两
次送给朱良剑购物卡计 0.6万元。

一审庭审中，朱良剑对于检察机关的上述指控不持异议，法院对指
控也全部予以采纳。鉴于朱良剑具有坦白情节，案发后积极退赃，且认罪
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或酌情从轻作出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资料图片

四川眉山

从普通刑案中深挖反渎线索
本报讯（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刘茂林 张敏浪） 四川省眉山市

检察院在日常工作中挖出 3 起职务犯罪案件，近日，眉山市彭山区法
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 3人有期徒刑。

2015 年初，眉山市彭山区相继发生因食用牛肉干制品导致消费者
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公安机关迅速介
入侦查，发现存在问题的牛肉干制品均来源于一家名为彭山永得利公
司的食品生产企业。随即，在该公司加工厂内现场扣押病死猪、马、牛
肉及牛肉制品共计 23.2 吨。经侦查核实：2012 年 1 月至案发，公司法
定代表人杨守东等人通过低价购买病死猪、马、牛肉，与合格牛肉按照
一定比例混合加工成牛肉制品，销售至成都、重庆等多地，销售金额高
达 1000 余万元，该案系四川省破获的最大食品安全案件。

2016 年 10 月，眉山市检察院公诉、反渎部门对该案进行专题讨论
会，公诉部门就案件侦查取证方向、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反渎部门在充分听取公诉部门意见基础上，明确调查重点，迅速
开展初查工作。同年 11 月，眉山市检察院反渎部门对彭山区工商行
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胡燕斌、田捷和彭山区食药监局工作人
员唐斌 3人涉嫌玩忽职守进行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