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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舒明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肥西县官亭镇人民政
府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3730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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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刘访：本院受理姜北香、陈家保诉你及彭兰（2017）皖

0123民初 3241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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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邹俊：本院受理汪昌斌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3997 号
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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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梁军、梁魁：本院受理武克勇诉你及安徽方圆建设有限
公司（2016）皖 0123 民初 3787 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16）皖 0123 民初 37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鹿军：本院受理曹俊华诉你（2016）皖 0123 民初 3680 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16）皖 0123 民
初 3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上诉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张雁明：本院受理程勇超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293 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2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夏冬冬：本院受理李佳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30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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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民事裁定书的上诉
期在公告期满 1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陈志：本院受理吴振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3488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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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合肥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唐德元诉你
（2017）皖 0123 民初 376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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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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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楚启敏：本院受理陈廷群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3586

号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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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
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万丽平、方晋峰：本院受理李卫诉你（2017）皖 0123 民初
993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9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熊申斌、孙玉婷：张运输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402执 2612号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自动履行(2017)豫 1402 民初 5345 号民事判决书并向
本院报告当前及上年度财产收入情况。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刘东昕、白申、白文华、韩玉：商丘市梁园区华龙纸箱厂

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1402执 2138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自动履行(2017)
豫 1402 民初 422 号民事判决书并向本院报告当前及上年度
财产收入情况。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晏军、邵凤君、赵锋霞：王予华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宇达评字【2017】103238G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王晏军名下位于柘城县城关镇团结巷南
段路西，房权证号 2014 字第 20140955 房产估价 63.03 万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对评估价有异议，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10 内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该
房产。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商丘哈森置业有限公司、商丘福源瑞博置业有限公司、
孙斌、赵华平、许允进：本院受理李华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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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及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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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水池铺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艳华：本院受理谢银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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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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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一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商丘市中意建材市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甄锡岭申请执
行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402执 2761号执行通知书、风险告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限你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
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莞茹申请宣告赵爱琴失踪一案，于 2017 年 8
月 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满并于 2017年 11月 6日依法
作出（2017）豫 1024 民特 34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赵爱琴失
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刘华丽（孙华丽）、王高峰：本院受理潘俊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24
民初 1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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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富领：本院受理王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豫 1728 民初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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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嘉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丁盛华诉你公司
及通山振兴建筑有限公司、杨大军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7）鄂 1221 民初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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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移宝：本院受理袁银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皖 0827 民初 13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鸦滩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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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孙米贵、孙消消：本院受理刘建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424民初 1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张义米：本院受理杨保礼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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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
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929 民初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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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玲：本院受理喻新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冀 1024 民初 31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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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敏嵘建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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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1024 民初 25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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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胡胜碧：本院受理李春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28 民初 27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少年综合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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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受理张国胜、杨晓静诉被告李明、张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424 民初 1067 号、

（2017）冀 0424 民初 10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明、张霄在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张国胜借款 10 万元并按年利率
24％支付利息自 2015 年 10 月 25 日起至履行完毕。受理费
2300 元由李明、张霄共同承担。李明、张霄在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偿还杨晓静借款 9万元，其中 1万元按年利率 14.4％
支付利息自 2015 年 3 月 22 日起至履行完毕至。另 8 万元按
年利率 18％支付利息自 2015 年 12 月 15 日起至履行完毕止。
受理费 3900 元由李明、张霄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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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舒帅:原告黄国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11民初 5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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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邹志远：本院受理汪阿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肥西民一初字第 01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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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凌春、张伟：本院受理苏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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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30（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桃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张邦猛：本院受理卞真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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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刘勇：本院受理李祖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皖 0123 民初 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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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袁自成、张亚丽：本院受理沈文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0123民初16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桃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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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燃、唐志鹏：本院受理倪志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 0123 民初 1461、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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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当阳市宝丰贸易有限公司、宜昌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宜昌市广盛源工贸有限公司、宜昌市星冠商贸有限公司、
王奎、许容：本院受理杨晓琼诉你们等八被告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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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玉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当阳市宝丰贸易有限公司、宜昌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宜昌市广盛源工贸有限公司、宜昌市星冠商贸有限公司、
王奎、许容：本院受理王月诉你们等八被告债权人代位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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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玉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当阳市宝丰贸易有限公司、宜昌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宜昌市广盛源工贸有限公司、宜昌市星冠商贸有限公司、
王奎、许容：本院受理李士龙诉你们等八被告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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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玉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杨少亁:本院受理邸占青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成员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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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
依法判决。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张盼望、吕兴福、马云芝:本院受理定州市国通物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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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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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高戎：本院受理董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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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盐城市夏翔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林顺诉你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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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海波、郝素平：本院受理赵爱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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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4 民初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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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同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订货单

需方单位名称

需方联系方式

供方单位名称

交货地址

序号

1

2

3

4

合计金额

类别

冷却塔

风机盘管

水管

水管

产品名称

横流式冷却塔

风机盘管

钢管

钢管

重庆市同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喻鹏 18996093336

成都乐达乐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协信中心

型号

流量：350吨，进出
水温度 37/32℃

FP-238

DN200

DN300

单位

台

台

米

米

数量

2

148

128

325

综合单价

78070.54

2842.61

257.19

586.09

合计金额（元）

156141

420706

32920

190479

800246.00

交货通知
成都乐达乐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 8月 10日贵司与我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由我司购买贵司的制冷主机、冷

冻水泵、风机盘管、水管等中央空调设备及其材料。合同签订后，我司按贵司要求预先支付了第一批中央空调设备、材料款
共计 80万元（大写：捌拾万元整）。

现我司求贵司交付第一批中央空调设备及其材料，具体明细详见如下订货单：

请贵司按《购销合同》约定，在 6日内将上述设备及其材料交付我司。若贵司未按约交付，我司将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购
销合同》，并依法采取包括且不限于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贵司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重庆市同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
域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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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小小说·征文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建立说——
安丘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

重教尚文的风俗，形成了其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
廉政文化。在安丘市博物馆院内，有一块巨大的卧牛
石，形似一头卧睡的耕牛，全身遍布名人题诗刻字，为
历史上的两块“廉石”之一（另一块相传为三国时东吴
郁林郡太守陆绩卸任还乡时的“压船石”）。

安丘市检察院在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
将曾任湖北省巴东县知县的安丘人曹锡田“为民不遗
余力，两袖清风而归”的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形，
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近年来，我院先后被授予
省、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省级“文明机关”等
称号，并被山东省检察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左图为安丘博物馆内的卧牛石）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席卷沙特阿拉伯
（简称“沙特”）。据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截至 11 月 9 日，已有 201 人被
关押接受调查，其中至少包括 11 名王子和数十名王室成员及商业权
贵，涉案人员的 1700 多个账户被沙特银行冻结。

这场“反腐风暴”可谓来势迅猛。据沙特媒体报道，11 月 4 日晚间，
沙特国王萨勒曼颁布命令，宣布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以严厉打击腐败
行为，保护国家利益。这个反腐委员会的规格相当高，由今年 6 月被立
为王储的小萨勒曼王子任主席，成员包括：监察委员会主席、国家反贪
局局长、审计总局局长、总检察长和国家安全主管。该委员会有权发布
逮捕令和旅行禁令、冻结账户、调查个人资产等。

就在萨勒曼颁布国王令的同时，沙特对涉贪的王子和高官展开大
规模抓捕行动，当晚就有 11 名王子、4 名现任大臣和 11 名前大臣因涉
贪被逮捕。随后，这场风暴愈演愈烈。有消息称，在逮捕了 60 多位王
子、官员和其他沙特要人后，又陆续有诸多政府高官和商界精英被捕。
与此同时，沙特央行向银行提供数百人名单要求冻结账户，波及范围不
断扩大。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当地时间 9 日发表声明称，
该国的反腐败调查工作正在迅速进行，“已经发现的腐败行为的潜在规
模非常大”——过去数十年间约有至少 10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639.5
亿元)被“系统性腐败所滥用”。

相比“猛烈”，人们更愿意用“突然”二字来形容这次反腐行动。
众所周知，沙特是典型的君主制国家，禁止政党活动，也无宪法，

《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就是国家执法的依据。在沙特，国王行
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1993 年 12月 29日正式成立的沙特协商会议，
是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其主席和委员也由国王任命。沙特国王不但有
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也有权解散协商会议，批准
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等。沙特是名副其实
的“石油王国”，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而与其石油储量一样
多的，是这个国家富豪的数量。跟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沙特的财富
几乎全部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5000 多个王子、数以万计的亲王把持
着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命脉和财富资源，王室中的各个家庭都有自己的
商业利益，都和权力密不可分。因此，沙特所谓的腐败根本就是个传统
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王室家族的内部问题。

此外，沙特没有宪法，也没有专门针对王室腐败的法律。虽然有
所谓的《反贿赂法》，但基本针对的都是普通公职人员或境内外的普
通公司或企业，其影响力和法律效力可想而知。沙特此前也不是没
有对腐败问题采取过行动。早在 2009 年，沙特发生了一次洪灾，城市
的基础设施全面瘫痪，并因此造成了 120 人死亡，民众从那时起，一直
到 2011 年，开始走上街头，声讨政府的腐败。2011 年 3 月，沙特政府
就成立过一个“反腐败委员会”，打击贪污受贿，但迫于国内各方面的
势力缠斗，以及当时混乱的地缘局势，政府最终退缩，反腐败的号角
也随之销声匿迹。

由上可见，反腐败在沙特既无传统根基也无法律基础，更未取得过
成功经验，这回却掀起如此规模的“反腐风暴”，不可谓不突然。因此，
反腐序幕一拉开，即引发各界热议。

一种声音认为，现任国王萨勒曼 2015 年 1 月登基后，先后废黜了两
位同辈王储，最终改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为王储，如今沙特已经到了
即将结束多年王位继承传统的关键时刻。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行
动中，前国王阿卜杜拉之子米特阿卜等实权派人物也被逮捕，如此看
来，反腐的真正目的是清除政治对手，可谓一场声势浩大的“宫斗”。

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强力反腐行动是穆罕默德王储实现其《2030年
愿景》计划的一部分。《2030年愿景》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出
口的过度依赖，要达成这一愿景，需要冲破各种阻力，更需要制度与环境
的配套与支撑。最高反腐委员会的成立可被视为沙特在经济改革保驾护
航上的“建章立制”之举，为经济转型和打击腐败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尽管这次的“反腐风暴”来得有点突然，但沙特国王和王储的反腐
行为却受到民众普遍欢迎。消息披露后短短几个小时，沙特社交媒体
上为国王点赞的人数已超过 50 万。沙特最高宗教机构——高级学者
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萨勒曼国王的反腐行动表示支持，称这将有利于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一周过去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究竟会将沙特带向何
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报综合报道 文稿统筹：杨波）

沙特反腐观察

“反腐风暴”吸引全球目光

□周 平 张 霞

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到党
的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
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一
条，明确基本内容，作出系列部
署，依法治国进入到了一个全新
阶段，法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保
基础、管长远的高度重要性和战
略作用将更加凸显。只有广大
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满怀对法
治的信仰，将法治精神体现在日
常工作与生活，落实于每项公共
事务，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方能建成、方得始终。

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需
要获取最广泛的社会认同

近年来，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 、法 治 社 会 一 体 建 设 大 力 推
进，但法治的社会认同感仍然受
到各方面的实际限制而未能大
大增强。有的人觉得经济社会
发展搞法治有点多此一举，有的
人则认为搞法治势必带来条条
框框而不利于国民经济按市场
规律自由发展，有的人还认为搞
法治会给人民群众增加额外的
成本负担。实际上，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
的大力推进，各级党委政府、经
济主管部门、市场经济主体等相
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趋多元、更
加复杂，必须有相适应的规矩、
环境与之相伴，否则会出现不可

预料的无序局面，这正是法治建
设大有可为且必须为之所在。

同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而法治正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其中重要
内容。可以说，法治是保障公共
资源科学配置、公共权力规范运
行的重要法宝，是保护广大公职
人员、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
业积极性的有力武器。法治既能
对广大公职人员在管理服务职能
范围内行动、人民群众在市场自
主权范围内活动形成有力的约
束，也能为建立诚信政府、促进政
府取信于民提供强大的支持，进
而为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正因如此，就需要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
程中全面、深入地宣传法治建设
的特殊重要性，形成对法治建设
最广泛的社会认同。

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
需要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全
面小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
全面法治为之保障，首先就必须
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配
套制度体系作为基础。一方面，
要坚持以统一、明确、清晰为原
则，及时修订模棱两可的法律法
规规章，统一互相抵触的法律法
规规章，尤其是以此为起点进一
步理顺上下级党委政府之间、有
关部门之间的权力、责任关系，
最大限度地减少彼此间的权力
交 叉 与 责 任 缺 位 现 象 ；另 一 方

面，要以科学合理为前提，以增
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为原则，不断
细化完善法规规章条文、明确政
策制度规定，增强可操作性，尤
其是最大限度地缩小法规规章
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法律执行、
政策分配的权力寻租空间。

同时，在法规规章完善与细
化的过程中，要坚持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改进法规
规章制定修订机制，最广范围、最
大程度地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凝
聚各方面关切与智慧，不断提高
立法科学化水平，形成既符合各
领域、各行业、各区域特定现实条
件，又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利于最
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法律法规规章
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
需要最为严格的照章执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
难于法之必行。”“奉法者强，则国
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严格执行
是法治建设的灵魂，要不折不扣
地坚持。严格执行是法律法规规
章完善与细化最直接、最重要的
目的，是实现立法主体、执法主
体、执法相对人、利益相关方内在
统一、和谐相处的必然要求。

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
率下地带头执行各种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配套制度，一级做给一
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党员干
部率先垂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模范尊法守法、用法护法，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是在生产、加工、流通各
环节和生产经营管理、资金项目
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群众权益
保障等各方面，注重用足用好各
项法律法规规章及其配套制度，
依法促进发展、规范管理。

三是坚持保护守法者的利
益，及时保护、奖励护法者的勇
毅，严惩各类违法行为，真正做
到违法必究，切实杜绝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各区域的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

四是要在法律法规规章体
系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对涉及公
共资源配置、公共权力规范运行
的重大决策实行科学的量化操
作，切实减少公共决策中的空隙
与漏洞，降低个体非理性导致集
体非理性与个体私利变相替代
公共利益的风险。

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
需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毛主席曾经说：“政治路线确
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法治建设同样离不开优良的干部
队伍，这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公检
法司各部门的司法、执法人员，还
包括所有公共资源的配置者与公
共权力的运用者。与此相对应，
既要强化狭义的法治干部队伍建
设，又要以有力的措施、多样的形
式坚持不懈地开展各类共性、个
性的宣传、培训、教育、研讨，尤其
是在各类业务工作中适时融入法
治学习内容，进一步提升广大公
职人员在业务工作中依法办事的
意识、素养和水平。

法治建设事关广大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还需要通过各种
渠道和形式，通俗易懂地开展普
法宣传，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
契机，传递行政事务办理、财政
资金分配使用、公职队伍选人用
人的监督方式与渠道，传递违法
违规会造成的各种后果，以最大
程度的公开，切实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的守法护法意识和依法维

权能力，促进干部队伍建设。
此外，更要按照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的要求，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
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
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切实促进
法治落实、深化。

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需
要强有力的多方协调合作

法治建设能否按照既定目
标与任务安排及时高质量地推
进，科学有效的多方协调合作机
制是关键。

一是加强党委、人大、政府、
政 协 各 条 线 内 部 相 关 单 位（岗
位）的配合协作，按照既定的职
责分工，加强信息沟通，深化机
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工作合
力，共同推进法治建设。

二是全面深入地推行法律
顾问制度，加快推进各级各部门
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并根据各级
各部门实际整合组建政策法治
咨询委员会，服务于经济社会科
学决策与各类政策法律事务。

三是各级法治综合部门与各
个业务工作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
联系，为各级各部门的法治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业务支持，形
成经常性的良性互动机制。

四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的 普 法 宣 传 责 任 制 ，形 成 各 部
门、各单位、各岗位之间的合理
分工，充分发挥法制人员、执法
人员、公职律师、法律顾问队伍
的业务优势、专业优势，建立健
全结构合理、人员多元的普法讲
师团，形成“大普法”工作格局。

（作者分别系浙江省农业厅
政策法规处干部、台州学院经贸
管理学院讲师）

新时代更要凸显法治的责任担当

卧牛石相传系清代曹锡田家
花园里的一块风景石。曹锡田，生
于清乾隆末年，安丘东关村人，嘉
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中进士，
被诏命为湖北省巴东县知县。

巴东县濒临长江，百姓以打
鱼为生。该县有一陋习，凡新知
县上任，各船埠须集资奉献。曹
锡田到任后，拒绝百姓的馈赠，并
张 贴 布 告 ，彻 底 革 除 了 这 一 陋
俗。曹锡田关心百姓疾苦，为保
护渔民利益，他严厉打击江霸海
盗，并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围堤造
田；为方便渔民投诉，他在江边结

排连筏、架设帷帐，名曰“帆下琴
舫”，在里面办案。他体恤民情，
善于断案，凡经他判决的诉讼案
件，双方皆心悦诚服。

曹锡田任巴东知县数年后，
告老辞职还乡。他任职期间，清
正廉洁，两袖清风，妻儿老小生活
俭朴，布衣粗食，家当仅书箱和简
朴的行李而已。辞职临行时，为
不惊扰百姓，拂晓时分，他挑担、
妻背囊携儿，奔向码头。谁知码
头上早已站满了送行的百姓，巴
东父老见曹知县如此清贫，大为
感动。百姓欲有所馈赠以壮行

色，又深知曹知县的为人，所以只
赠“琴舫秋水”匾额一块，以赞颂
他为官廉洁奉公。当乡亲们问：

“曹公治理巴东数年，所喜为何？”
曹锡田站在船上笑着说：“惟喜当
地的草鞋和东山一块卧牛石。”说
罢便洒泪告别了巴东父老。

谁知一年后，卧牛石与草鞋都
运抵曹锡田家门口。运者云：“公
治巴东，为民不遗余力，两袖清风
而归，一块石头几双草鞋价值几
何？此乃巴东父老之心意也。”曹
锡田于是将卧牛石安放在自家园
内，亲题“小巫峡”三字，镌刻其上，

以示不忘巴东父老的深情厚谊。
从此，曹锡田与卧牛石的感

人故事广为流传。慕名来到安丘
的文人墨客和官吏，纷纷前去观
赏，不少人在卧牛石上作诗题字
以明志，久而久之，使这块普通石
头成为一件珍贵的石雕艺术品。

“文革”期间，卧牛石在群众的保
护下，仅牛头和牛尾被砸毁，身躯
保存完好，筋骨分明，傲然挺立。

有 一 首《卧 牛 石 诗》至 今 流
传：“神物脱胎化石牛，弓腰伏卧
几千秋。芳草美料难入口，皮鞭
打碎不回头。”如今，作为清正廉
洁象征的卧牛石，静静地卧在那
里，仿佛仍在诉说当年曹公那一
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
王雪花）

曹锡田：革陋俗，拒收船埠集资奉献

□明扬（公务员）

晚饭后，张有安坐在电视机
前心神不宁。窗外，大风呼啸，
雷声震耳，大雨点下来了。

忽然，座机响了，办公室主
任通知张有安马上去办公室，说
参加抗洪抢险值班。张有安一
惊。他记得前任局长被带走时，
就是被通知到办公室值班的。

这段时间，纪委几次找张有
安核实情况，虽然他每次都能自
圆其说，但心里还是慌慌的，如
果纪委再继续查下去，他总有一

天圆不了的。
怎么办？怎么办？张有安

心如乱麻。他抬眼望了望窗外，
突 然 一 个 念 头 从 脑 海 中 闪 过 。
走！事不宜迟，趁雨夜马上走！

张有安草草收拾完行囊，慌
慌张张地拿起车钥匙夺门而出，
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地下车库。

暴风雨真的来了。密集的
雨点像子弹一样射向他的车窗
玻璃。他刚一开出家属院，就见
大门外站着一个人，要不是他及
时踩刹车，差点儿撞上。

“哪儿去？”原来是妻子柳燕。
看到自家车急急慌慌地开出来，她

拦住了丈夫。她知道丈夫这些天
心里有事儿，便拉开门上了车。

“这时候能到哪儿去？不如
主动交代了吧！”柳燕在车上劝道。

“都怪你……”张有安知道，自
己的事情都是妻子的枕边风闹的。

一 路 上 ，手 机 铃 声 不 断 在
响。知道是办公室打来的，张有
安连看都不敢看。

车子开出市区，柳燕透过后
视镜，忽然看到有辆车打着“双闪”
跟了上来。“别是警车吧……”柳燕
嘴里下意识嘀咕了一句。

该死的雨下得太大了，四周
一片模糊。本来就颤抖得厉害

的张有安，听到“警车”两个字，
更加慌了神，加速狂奔。

“ 慢 点 开 ！”妻 子 惊 慌 地 劝
道，“跑不是办法，不如回去主动
承认错误吧，说不定……”

“晚了——”话音未完，一辆
大车开着大灯迎面而来。张有
安手中的方向盘稍一偏向，车子
便飞向了路外。

第二天一上班，单位就通报
汛情并部署抗洪救灾工作。通
报还点名批评张有安，在洪水到
来时，不到岗位，不接手机，不请
假外出，途中发生车祸，现在医
院抢救……

失控的雨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