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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立民$王秀兰$汪天增!本院受理刘俊彬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喀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小牛群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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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李春芳!本院受理张国熙诉你离婚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席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肖莉! 本院受理冯军华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席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张高峰!本院受理罗洪琼诉你离婚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王荣杰! 本院受理张芬诉你同居关系

)

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余春琼!本院受理张俊诉你离婚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元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李怀平!本院在审理于洪梅与你离婚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抚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万良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李奎融"曾用名李奎荣%!本院在审理路士经与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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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良法庭公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周明峰$葛秀英!本院在审理吴立新%高洪雁与你们抵押合同

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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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万良法庭公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
判!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吴钦华$陈雅珍$张玉娟$尹春生!本院受理廖象玮%吴建翠申
请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对你们所有的
座落建瓯市管葡路

,&

号房产的评估报告书$经本院委托福建开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现该评估公司作
出闽开评报字第"

!*#$

#第
**&,

号评估报告书$上述房产扣税后的
价值为

#*#-((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应于本公告届满后
'(

日用书
面意见回复本院!逾期不回复$应于公告届满后

'(

日后次日到本
院行装科参加摇号确定拍卖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
利$本院将对上述评估财产进行依法处置!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薛汝国$漳州市鑫冠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张聪明!本院受理
黄建龙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
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方波!本院受理罗太林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赵滔!本院受理袁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杭州昊顺精密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夏津县锦丹保持器厂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赵文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0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
本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肖伟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2

日内来
本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赵艳丽%王景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1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赵艳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肖衍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肖兴祥$聂秀丽$泰安市金尊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赵西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肥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新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马玉龙!本院受理献县鑫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及韩增光%

何永伍%周桂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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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

%*

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送达期满后第
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史理斌!本院受理张开焕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陈金才!本院受理任选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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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洋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朱永明!本院受理占成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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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洋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李应秀!本院受理蒋爱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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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中心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马先朝!本院受理许波%许茂为与你及孙凤起%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凤阳分公司$ 王峰!本
院受理江文书%桂敬彪与你们及浙江省台州市第一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刘建勋!本院受理杨国华诉你离婚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鄢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彭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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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宏波!本院受理张涛%李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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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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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安! 本院受理艾首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禹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杜德志$袁红玉$侯德玉$杜玉霞!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商丘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丁川!本院受理苏建瑞%马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董玉$丁川!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
丘市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开庭传票%"

!*'$

#商梁民金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缺席审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艳来!本院受理万爱慧%王琴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 滨商初字第
*(*&

%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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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李进林$顾宁东$赵效南$王超$徐兵$刘秀兰$徐明$朱卫东$杨

明$张正$徐华文$樊秀梅$张进$王加兵$王进才$江苏飞驰霸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滨海县华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轩建营!本院受理刘军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

时在本院只乐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马磊$韩文生$孙亚明$武淑云$贾宝军$段金龙!本院受理河北

围场农村商业银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
!*(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振虎$王艳秋!本院受理李保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
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振虎! 本院受理孙淑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
关法庭

!*(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孙国瑞$王会军!本院受理河北围场农村商业银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
!*(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石春芳!本院受理孙彦铭诉你离婚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马磊!本院受理李春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城关
法庭

!*(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徐立军$齐彦明$柴庆$吕兴虎!本院受理查金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
!*(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学敏!本院受理黄思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3$*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永平$曾惠玲!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漳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3$*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平!本院受理彭娟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晋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陈伯玲!本院受理程顺增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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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冷伟$洪亚云$王艳!本院受理徐爱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你们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滨民辖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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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寿琼!本院受理方建胜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东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内来本院昭潭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池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刘步中$王秀兰$王林$刘兵$王风!本院受理江苏盐城黄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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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陈锋$董金干$陈生$成涛$赵永虎$徐海荣!本院受理江苏盐城
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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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娜!本院受理王金明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禹城法院市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

郑热兰$潘大虎!本院受理吴晓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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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吉意毫实业
)

江西
*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存国诉你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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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许声培!本院受理毛贵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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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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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张志兵"男&

!+,%

年
%%

月
%"

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务农&

原住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杉树坳村米黄坡组&现外出下落不明&身份证
号码

-$$&$-%+,%%%%"(--(

%!本院受理周习桃诉你离婚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
院猴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刘幺妹'女&

%++'

年
.

月
$"

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务农&

原住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杉树坳村大屋基组&现外出下落不明&身份证
号码

-$$&$-%++''.$"(-"+

%!本院受理欧家奎诉你离婚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
院猴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云双!本院受理陈庆元诉你离婚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猴场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覃士兵!本院受理肖庆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许地英!本院受理李春国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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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家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刘先安!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斐然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芜中民一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别“打拐英雄”

/

人民日报!他被称!民间打拐独行侠"#

没有豪言壮语#抱着!生命不息#打拐不止"的

信念#一人走遍大江南北#解救
%*

多名被拐儿

童$他创办老魏寻人网#成为无数骨肉离散家

庭的希望$他叫魏继中#在解救被拐儿童过程

中#因劳累过度引发肝硬化#于昨日病逝$ 送

别好人#愿天国安好$

/

玉凤祥老板!祝愿魏继中一路走好$民

间解救儿童英雄#一人解救了
%*

多名儿童$这

样的人#应入住烈士陵园$

/

椅子上有柠檬!没有资格评价#只能点

起微不足道的蜡烛$所谓成功学里!真正的强

大"#或许是义无反顾$敢做不一样的梦#敢承

担做梦的代价$

李某某案：违规律师误导国人

/

央视网新闻!未成年人%性犯罪%明星#

公众对案件有极大的知情期待$ 相关律师把

网络当法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再刷新律师

操守的下线$ 律师们不专业%不规范的做法#

使国人误以为&刑事辩护就是胡搅蛮缠%钻漏

洞%无所不用其极$玩庭外技巧%搞恶意炒作#

中国律师界伤不起'

/

酒地走!未审先判#在媒体上进行炒作

忘图用舆论来左右判决的行为# 都是非法治

行为#不管你是媒体%律师#还是当事人$

/

不卖的腐才萌樱桃肉! 只有李某某案

是这样吗(那些在网上各种蹦的律师#不少

不都是这德行吗(

/001

发!吊销律师资格#终生不准入$

大黄牛内部拿票“抓了白抓”

/

中国新闻网! 据一个铁路系统的员工

称#!这些大黄牛中很多社会背景都非常的

硬#就算是真的抓到他们#也一般不能拿他们

怎么样"$ !他们有的人甚至跟我们内部的人

关系很好#然后和代售点合作#在出票之前从

内部先把票出给他们$ "

/

无敌女粉青!违法的标准低#犯法的代

价小#如果从一开始就不严#等大家都养成了

不守法的习惯#那以后还怎么执法(

/234567#'%'

!请中纪委%发改委介入调

查$

预售证“限价令”松动

/

财经网! 北京两楼盘超
%(***

元
4

平米

获预售证$泰禾)北京院子预售均价在
%(2225

++"""

元
6

平米# 和其一同获得预售证的还有

位于丰台区的阅园# 两栋楼均价约
%,"""

元
4

平米$ 业内人士透露#去年底北京执行的!单

价四万元以上楼盘不发预售证"开始放松$

/

海风
89:

薇风! 想起昨天的收入调查#

高收入人群在北京累死累活工作一年# 连房

子的一平米都买不上$

/

神仙在北京!十万大关指日可待$

警惕95588

/

央视新闻!江苏徐州的徐先生近日收

到工行!

&((++

"发来的短信#要求升级电子密

码器#徐先生按短信要求操作后#没想到#攒

了一年的过年钱
'-,

万元全被转走' 这是骗

子用技术手段篡改了短信号码$ 提醒大家接

到此类短信#务必与银行核实$

/

颂夏沐秋!太过分了#我也收到这个

短信了#他们怎么会有我们的手机号的呢(

/

佳兆业滨江
!

号!收到银行业务操作

相关的短信#请先打银行客服电话核实'

让法治来当“保护伞”

!

仝玉娟

近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请北京市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与此同时!为治理

雾霾分别签下'生死状()立下'军令

状(的北京市长王安顺和河北省长张

庆伟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管是王安顺市长签下的 '生

死状(*到
!"',

年空气污染治理目标

实现不了就!提头来见"+!还是张庆

伟省长立下的'军令状(*钢铁%水泥%

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

免职#必须执行+!都鲜明地体现了地

方主政者治霾的决心* 决心有了!下

一步就是如何履行承诺的问题*有网

友调侃+ 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任务!

可别学曹操'割发代首(哦,虽是无心

之语!却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要想对

承诺的落实不打折扣-对考核的追责

不打折扣! 光有豪言壮语还不够!必

须通过具体的制度甚至法律去约束&

如此一来! 舆论所担忧的治霾出现

.剃头挑子一头热( 及治霾力度因官

员人事变动而受影响等问题也将随

之化解*

需要制度和法律来约束的还有

我国的户籍管理问题*据公安部近日

发布的消息!去年以来!全国公安机

关主动发现和注销了
,&

万个重复户

口! 严肃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

这一消息令人解气! 但却不够 '解

渴(* 在普通老百姓频频遭遇办证难

的情况下!却有数十万人可以拥有重

复户口! 这还不包括那些漏网的*如

此反差也就难怪引来那么多的连环

追问+

,&

万个重复户口究竟是怎样炼

成的/其拥有者都是谁/其中有多少

是官员/执法犯法者都是谁/又受到

了怎样的 '查处(/ 此次清理整顿之

后!如何防止新'重复户口(出现及旧

'重复户口( 死灰复燃00相信解答

了这些问题后!公安机关开展的户口

清理整顿行动将会获得更高的社会

评价!同时也将更好地警示那些蠢蠢

欲动的效尤者*当然!这些专项行动

所取得的果实!还需要完善的制度和

严格的执法来保护与巩固*

法律至上是法治思维的基本内

涵之一!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但

从实践来看!有些地方执政者似乎并

未真正理解何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近日有律师爆料!因签署.息访协

议(后继续上访!福建漳浦县访民方

金木夫妇被当地镇政府以违约之名

告上法庭!并被索要双倍赔偿*乍一

听!不禁会为如此具有法治意识的镇

政府叫好1但再一看!却又感觉有些

不对味儿*

所谓的.息访协议(!不过是地方

政府出钱让访民保证不再上访!但作

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信访权是可

以买断的吗/换句话说!这样的.息访

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还需打上一

个问号*再者!协议中提到!方金木夫

妇要求改变其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的责任认定-撤销当地司法机关曾对

其作出的刑事判决*这些要求均已超

出镇政府的职权范围!而镇政府却照

签不误*另据方金木介绍!其之所以

继续上访!是因为发现协议内容与镇

政府口头承诺不符1而当初之所以签

了那份协议!是因为不识字*经过这

番梳理!不难看出!状告访民违约的

镇政府并非是在践行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而是连哄带骗地抢占了法律

高地*如此原告!越少越好*

"作者单位!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

如何斩断“雅贿”的“隐形翅膀”
!

张玉胜

媒体盘点发现 $ 各类珍奇古玩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贪官的受贿清单!

这类 )雅贿* 收受途径隐蔽% 变现

手法多样% 出事易于推责! 一位建

筑商为拿到项目$ 将特产石头送给

官员$ 再以办展览名义借出$ 并声

称有人花
("

万元买走$ 建筑商将这

种手法称作 )合理变现**

'

月
'&

日

,新华网-+$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日渐

深入$ 一些官员的贪腐手段也在不

断地 )与时俱进*$ 玩 )收藏* 就是

其中一例! 从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

李真% 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 到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安徽省原副

省长倪发科等 $ 不管是真 )懂行 *

还是假内行$ 他们都在极力培养甚

至渲染自己的 )小爱好*! 其关注点

并非在艺术品本身$ 而是在收受贿

赂方式的 )隐蔽性*$ 附庸风雅的背

后不过是低劣的权钱交易!

曾几何时$ )不怕领导讲原则$

就怕领导没爱好* 成为权力寻租行

为双方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一方面$

官员采取明示或暗示的方式$ 千方

百计 )透露* 自己的 )小爱好*$ 以

寻求和提醒 )猎物*+ 一方面$ 行贿

者心领神会% 投其所好$ 以迎合领

导嗜好$ 获取既得利益! 玉石古玩

成为官员贪腐的 )雅贿* 载体$ 正

是这种一拍即合的权钱交易潜规则

的产物!

)雅贿* 之所以成为备受推崇的

贿赂新变种$ 其隐蔽性表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送礼方式不易察觉! 被

赋予 )收藏* 假象的玉石古玩$ 不

像真金白银% 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

那样 )惹眼*$ 其变现过程也常常曲

折隐秘$ 很容易被误读为 )正常爱

好*% )礼尚往来* 而蒙混过关+ 二

是贿赂价值难以估量! 玉石古玩的

)收藏* 价值随行就市$ 且鉴定过程

极富技术含量$ 即便东窗事发$ 办

案部门也很难将其折算成受贿金额!

)给后代留些有价值% 有文化艺术品

位的优秀作品和财富$ 远比留其他

钱财更安全$ 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倪发科的自我解剖或许道出了个中

)猫腻*!

其实 $ 围观 )雅贿 * 盛行 $ 我

们不能止于拆穿贪腐官员的 )小聪

明*$ 更应该从完善权力监管的层面

堵塞制度漏洞! 纵观党内的纪律处

分条例$ 尚没有关于 )雅贿* 的相

关规定$ 导致纪委在查处时常常面

临取证难和价值评估难$ 认定受贿

金额时也往往将这些物品排除在外+

由于刑法根据 )财物* 认定受贿罪$

而司法解释中仅具体化为房屋% 汽

车% 干股% 证券等方面的规定$ 并

无对古玩字画等艺术品的明确规定$

导致对 )雅贿* 的惩处乏力!

斩断)雅贿*的)隐形翅膀*$必须

高扬法治利剑! 一是要加强权力监

管$尤其要分解和约束主要官员的权

力使用$为遏制)雅贿*釜底抽薪+二

是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将

)收藏* 物品纳入组织和民众的监督

视野+三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对)不正当收入*的界定$尽可能穷尽

对)受贿罪*的物品列举$防止)雅贿*

逍遥法外! 期待反腐败能够持续发

力$)雅*)俗*同治%除)贿*务尽!

房产变更免税不应限于夫妻之间
!

浦江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通知$对夫妻之间房屋权属变更的契

税政策予以明确 !根据通知$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原归夫妻一方所

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或另一方所

有的$ 或者房屋原归夫妻双方共有$

变更为其中一方所有的$或者房屋原

归夫妻双方共有$双方变更共有份额

的$免征契税!

按照现行,契税暂行条例-$房屋

权属变更*买卖%交换%赠与+属于契

税征缴范围!犹记得
!"''

年
,

月$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不少地方税

务部门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购买的房

产$结婚后若在房产证上增加另一方

的名字 $需要缴纳契税 !这一 )加名

税*遭到舆论强烈质疑$财政部%国税

总局随后发布通告$规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房屋原归夫妻一方所有$

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才最终平息了风波!

此番财政部%国税总局再次发布

通知$明确夫妻之间房产变更免征契

税$既是对当年通告的重申$也是进

一步细化和拓展...不仅否定了)加

名税*$ 而且规定夫妻之间任何情形

的房产变更都免征契税$给人们吃下

一颗)定心丸*!

夫妻之间房产变更免征契税$符

合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和传统的家

庭伦理$值得肯定!从根本上说$夫妻

间房产变更属于公民家庭内部事务$

是老百姓的私事$政府不应横插一杠

子从中收钱!虽然这一免税政策难免

有空子可钻$不能完全排除个别人通

过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逃避应缴的

契税$但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尽善

尽美 $从 )两弊相权取其轻 *的角度

看$夫妻间房产变更免征契税不失为

一种)次优选择*!

进一步看 $ 夫妻之外 $ 直系亲

属之间也经常发生房屋权属变更 $

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 祖父母与孙

子女之间$ 而受
$"

多年独生子女政

策的影响$ 房产变更还越来越多地

发生在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 !

那么$ 这些直系亲属之间的房产变

更$ 该不该征收契税/ 回答这个问

题$可以拿房产继承来作比较! 按照

继承法$ 公民继承住房等遗产不征

税! 其实$直系亲属之间的房产变更$

与房产继承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

时间上的差异 *被继承人去世之前%

之后+$既然房产继承不征税$直系亲

属之间的房产变更同样不应征收契

税! 要知道$继承法的效力明显高于

,契税暂行条例-!

夫妻之间房产变更免征契税 $

是基于人情世故和家庭伦理$ 直系

亲属之间发生房产变更$ 是至亲骨

肉之间的你情我愿$ 同样是老百姓

的私事$ 政府也不应从中收钱! 何

况$ 如果说夫妻之间房产变更免税

会让一些人钻空子$ 那么直系亲属

关系则是没法造假的$ 他们之间房

产变更免税没空子可钻$ 不会导致

逃税问题!

目前房产领域的税费多如牛毛$

成为房价畸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

情况下$ 能免征的税费应尽量免征$

尤其要避免在涉及人情%伦理的事情

上向百姓伸手要钱$这样才更加符合

税收伦理!

监护权可暂时剥夺，也应及时恢复
!

王心禾

'

月
',

日$ 陕西省西安市东曲

江十村
,

岁女童死于家中! 警方初

步判断该女童是在家中因饥饿致死$

其母现已被警方刑拘$ 疑似患精神

疾病! 当地警方了解到$ 该女童从

未上过幼儿园及小学$ 其父母离异$

平时邻居也很少能见到她! 警方表

示$ 目前仍需对死者母亲做进一步

的精神鉴定$ 女童最终死因需尸检

后方可确定! 媒体获悉$ 相关部门

正在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

预制度$ 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

护干预政策$ 具体指导性意见拟于

今年出台 *

'

月
!'

日 ,新京报-+$

继去年 )南京饿死女童案 * 之

后$ 西安再爆疑似案件$ 令人心痛!

害死孩子的不是外人而是孩子父母$

更让人唏嘘不已! 孩子不仅是家庭

的孩子$ 也是社会的孩子$ 从这个

角度$ 政府对不合格的父母的监护

权作出限制$ 是必要的! 对孩子来

说$ 未必不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孩子与父母的天然感情$

决定了父母应是守护好自己孩子的

最佳人选$ 万不得已的情形下$ 被

剥夺了这一职责 *监护是父母职

责 # 而不是可以放弃的权利 +$ 制

度上仍需为恢复正常监护关系保留

必要的亲情联系! 新浪调查数据显

示 $

&!7

的参与者赞同 )我国拟规

定父母失责将被诉剥夺监护权 * !

对于有能力监管好而不去尽责的

)不靠谱 * 家长 $ 剥夺监护权 $ 让

他们感受失子之痛 $ 意识到为人

父母责任重大 $ 反思自己并改进

到位 $ 应是这一政策获得支持的

主要理由 ! 不过 $ 既然这项制度

的目的是为了未成年人更健康成

长 $ 既然父母是守护孩子的最佳

人选 $ 那么 $ )既要治病也要救

人 * 就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只有在

父母的行为影响到孩子正常成长的

情形下方可剥夺其监护权 $ 同时 $

监护权被剥夺的父母 $ 如果能够

)悔过 * 改好 $ 仍应把监护权及时

还给父母! 剥夺监护权$ 对于现代

文明社会的家庭$ 很残忍$ 但现实

告诉我们 $ 剥夺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 因此$ 这种切肤之痛 $ 需要制

度建设部门把握分寸 $ 即便被剥

夺$ 也能让父母定期见到自己的孩

子$ 燃起他们心中父母之爱$ 向往

天伦之乐而努力团聚$ 这应是政府

和全社会乐于看到的!

相比南京的乐燕 $ 西安事件中

的母亲$ 有更多的无奈 ! 对于这类

客观上无力照顾好自己孩子的父

母$ 政府则需从眼前和长远两方面

出发$ 综合衡量孩子家庭其他长辈

代为监管的条件 $ 具体补足缺憾 $

让孩子尽可能在各自家庭环境下顺

利成长起来! 比较实际的问题$ 是

农村的留守儿童$ 父母不在他们身

边 $ 真正行使的监护职能也是缺失

不完整的$ 这类的情况并非短期也

不是个别 $ 监护责任如何能落实 $

也需政府关注! 对他们$ 政府不应

一味地剥夺% 惩戒$ 投入资金和人

力 $ 解决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上

学% 升学问题$ 更为有效! 让这份

亲情不因地域 % 身份划分而阻断 $

不因经济条件不同而减了分量$ 是

孩子们期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