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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梅!本院受理刘自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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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娄星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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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

年
!!

月
.-

日
蒋宏才!本院受理严家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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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简转普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

天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雪!本院受理袁志强诉你与夏志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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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通!本院受理李秋颖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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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黄青元!本院受理李文碧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公告向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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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分
别为送达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节假日
顺延#

'"

时在本院西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王树青$桂林市赛好瓷业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友平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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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苏桥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聂振东$刘顺广$刘顺达!本院受理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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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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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于凤艳$张玲芝$张部军!本院受理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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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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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王书学$王志兰$梁红如$李洪梅$王玉问$刘洪霞!本院受理

临沂市罗庄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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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及书记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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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临沂奥洁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赵子鹤诉临沂奥洁
瓷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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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廖玉清!本院受理石继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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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苏桥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李振龙$ 张静! 本院受理王兴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矿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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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传生$邢庆生!本院受理邹城市山亿泉投资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

#邹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矿区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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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国胜!本院受理常自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内后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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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震群申请耿建兵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经查$耿建
兵$男$

')*&

年
!

月
!+

日生$身份证号
$!"&!$')*&"!!"""((

$汉
族$户籍地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北场村

'"

组
%,!

号$

!+#%

年
!

月
&

日
#+

时许在海洋捕捞作业时$因舢板侧翻意外落水$经多方搜
救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耿建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先碧申请卢桂华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经查$卢桂
华$ 男$

#)&&

年
!

月
#

日生$ 身份证号
$!+&!$#)&&+!+#!%)-

$汉
族$ 户籍地江苏省如东县苴镇凤阳村

$!

组$

!+#%

年
!

月
&

日
#+

时许在海洋捕捞作业时$因舢板侧翻意外落水$经多方搜救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卢桂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陆文妹!本院受理韦炳严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横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百合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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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闭玉兰!本院受理蒙秀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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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供的证据%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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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百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福建东林家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厦门三裕丰能源有限公司

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
关的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
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自公告之日起

&+

日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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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四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文全$高丽荣!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宁支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周民
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人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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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定于

!"'%

年
-

月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第二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韦秀东$王永芬!本院受理册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
判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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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秧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黄安芬$黄永逢$黄乜时!本院受理王建清诉你婚约财产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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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秧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兴文%陈敬坤申请宣告梁云洪死亡一案$经查$梁

云洪$男$汉族$

')*(

年
'

月
!(

日生$隆昌县人$村民$住隆昌县云
顶镇堰塘村

%

组
$!

号$身份证号
(''"!-')*("'!()''*

$于
'))$

年
(

月外出至今未归$音讯全无$下落不明已满
!"

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梁云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至
!"'(

年
%

月
$"

日$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张庭美!本院受理钟大阳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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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在本院胡家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杨太宗!本院受理韩仁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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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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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胡家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杨友秀!本院受理陆启永诉你%刘国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简转普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
!"'%

年
*

月
!(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黄业联$夏群柏!本院受理盐城新日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二案 "案号分别为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

"'!!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审理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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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潘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廖国强!本院受理易辉巧与吴森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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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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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春敏!本院受理覃朝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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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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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黄春敏!本院受理覃朝六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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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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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郭思元!本院受理曲晓成诉你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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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王志金!本院受理柳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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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华树波!本院受理于昌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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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迟金宝!本院受理李洪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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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崔素芬申请宣告齐英亮死亡一案$经查齐英亮$男$

')*(

年
)

月
$

日出生$ 汉族$ 原住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中齐村
!

组
*'

号!于
!""!

年
(

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齐英亮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一年$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柯剑坤!本院受理陈文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及相关的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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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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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念!本院受理李光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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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翁谱洪!原告付登娥与陈忠英%翁谱洪%翁山云%瞿继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林小洁!本院受理李明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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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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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叶家贵$叶东海$张秋金!本院受理"

!"'%

#周民初字第
$-!

号
吴清月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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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张扬$周端锦!本院受理"

!"'%

#周民初字第
%-*

号上海月机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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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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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陈靓辉$魏小川!本院受理"

!"'%

#周民初字第
$*$

号陈观明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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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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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李斌!本院受理谢雪伦%刘三定%段平初诉韩世海及你确认合
同有效纠纷一案$现韩世海不服本院作出的"

!"'$

#贵民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

日内$逾期我院将案件移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李斌!本院受理韩世海诉谢雪伦%刘三定%段平初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贵民商初字第
'!!

号参加诉讼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

!"'%

#贵民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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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刘海东$张法壮$姜进春$吴新德!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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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次
丘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高文雨$高汉四$张军仿$高广喜$高建国$高文臣!本院受理汶
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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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次丘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王宪虎$孙加振$王国祥$王登迎$王宪生$王宪涛$刘尚振!本

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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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次丘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赵洪亮$李延秋$赵洪俭$赵洪中$魏斯堂$赵中彬$马友跃$张

国豪!本院受理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和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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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次丘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郑乃雪$唐碧蓉!本院受理李慧与你俩借贷纠纷案$执行依据
"

!"'$

#菏曹州证经字第
'%*&

号公证书$现向你们送达"

!"'%

#菏牡
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叁日内履行给付义务$逾期履行$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十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科确定抵押房产的评估机构$望届时
参加!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韩军$石祚风!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张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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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杨玉杰!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

支行诉你及山东万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张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宋宁宁$杨董$高元建!本院审理原告山东顺通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张商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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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高爱君!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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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王忠$肖艳丽!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
行诉你们及淄博信通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慧军$孙静慧!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韩瑞青!原告冯崎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

#

永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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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杨建国!原告贾广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

!"'$

#永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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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

年
$

月
!&

号刊登山东泛亚达担保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诉被告逯名华%杨联纺的判决公告中$被公告人应为'逯名华%杨
联纺%张云霞(!特此更正!

肖红美!本会立案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指#定书等仲裁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
内$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

日内!仲裁员选定期限届
满未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在选定仲裁员期满次日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将在组庭次日起第

'"

日
)

&

$"

在本会开庭审理!你
若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仲裁委员会

“友情客串”
!

李 超

家长会结束时! 老师让孩子

月考成绩在前三百名的家长到大

礼堂继续开会 " 女儿年级第
%!

名!我自然也得留下"

到了大礼堂! 已是黑压压坐

满一片"主席台上端坐着两个人!

一个美女!一个中年男人"

美女主持介绍! 戴眼镜的中

年男人是学校的张校长! 省特级

教师!在抓教学上很有一套"

#各位家长! 大家晚上好$%张

校长清清嗓子! 开讲了!#首先!我

代表学校对你们的孩子取得如此

骄人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

掌声过后!张校长呷了口茶!

又继续道'#可怜天下父母心!相

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父母! 而我们学校对你

们的孩子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那么! 怎样才能把他们培育成国

家的栋梁之材呢* 值得我们双方

去认真思考!并强化协作)%

老生常谈的大道理一篇又一

篇!我溜号出来透透气!回来时!

校长声调明显已调高八度)#各位

家长!再有一个多月就中考了!现

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这段时间

孩子的成绩能否得到大幅度的提

升! 将直接决定他们的命运)那

么! 如何才能让他们的成绩有质

的飞跃呢*显然!仅靠学校教学是

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给

孩子报
!!

冲刺班)%#哦! 这大概

就是正题了吧)%我心想)

#冲刺班有我们学校不少老

师友情客串! 对快速提高孩子的

成绩绝对大有裨益)当然喽!我只

是建议)成败在此一举!是想让孩

子上
!!

中学!还是
!!

中学!你们

掂量着办吧$%张校长的话有些软

硬兼施!家长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精力 #友情客串 %!在学校

给孩子补补不就行了!何必到外面

开班*恐怕只有一个字能解释'钱)

为让对方坐牢 给自己伤口补上一刀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彭文芳

想让对方坐牢$ 在原伤口

上补上一刀以达到轻伤标准 $

结果弄巧成拙将自己送进了监

狱!

%

月
'

日$浙江省浦江县法

院以诬告陷害罪一审判处陈丰

林有期徒刑一年$ 帮他出谋划

策的楼康康% 陈燕丽也因犯帮

助伪造证据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和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此事还要追溯到
!"''

年

'!

月
!'

日$ 陈丰林因为建房

与邻居陈某发生纠纷$ 二人在

打架过程中陈某持柴刀将陈丰

林头部砍了一刀! 闻讯赶来的

陈燕丽看到叔叔流血受伤了 $

便和男友楼康康一起驾车送陈

丰林去县人民医院治疗! 在去

医院的途中$ 三人提到如果陈

丰林头部刀伤的伤口不够长就

不构成轻伤$ 也就无法追究陈

某的刑事责任! 一想到陈某违

章建房侵害到自己利益还将自

己砍伤$ 新仇旧恨涌上心头 $

陈丰林恨不得立马将陈某送进

监狱! 但是转念想到如果伤势

达不到轻伤陈某就不构成犯

罪$ 他十分不甘心!

这时$ 自以为见多识广的

陈燕丽开始给陈丰林支招 !为

讨女友欢心的楼康康也来出谋

划策$ 还不时打电话向朋友咨

询! 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将陈丰

林头部原伤口割长!于是$三人

驱车至县汽运中心附近的一家

超市$ 由楼康康到超市购买了

一把不锈钢菜刀!随后$三人又

将车开至江边$ 在车内陈燕丽

用手分开陈丰林头部伤口的头

发$ 然后楼康康便用菜刀将陈

丰林头部伤口割长!

后经鉴定陈丰林头部扩大

后的损伤程度构成了轻伤 !鉴

于此$ 浦江县公安局对陈某以

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 $并

对陈某刑事拘留$ 此后浦江县

检察院批准逮捕了陈某!

看到陈某被送进牢房 $陈

丰林觉得终于报仇雪恨了 $十

分快意!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没过多久$ 陈某家人听到了关

于陈丰林将伤口割长的说法 $

随后公安机关也介入调查此

事$

!"'!

年
%

月
'-

日受理了此

案并进行侦查$同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对陈某变更强制措施

将他释放$ 此时陈某已失去人

身自由两个多月!

陈丰林等三人才明白事态

的严重性$ 先后到公安机关投

案!经法院审理查明$陈丰林捏

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

他人受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已

构成诬告陷害罪$陈燕丽%楼康

康帮助他人伪造证据$ 构成帮

助伪造证据罪!'聪明反被聪明

误$悔不该当初啊 )(如今身陷

囹圄的陈丰林叹道!

儿子撞父亲 商业险不赔
!

李金宝

儿子在家门口倒车时不慎将

父亲撞倒$ 父亲将儿子和车辆参

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保

险公司赔偿医疗费!

%

月
!%

日$江

苏省沭阳县法院判决被告友邦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
'

万元!

!"'$

年
'!

月
!"

日上午$钱

青强驾驶一辆轻型普通货车在

家门口倒车时$不慎将车后的父

亲钱国庆撞倒 $ 致后者受伤 !

!"'%

年
'

月
-

日$沭阳县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钱青强

家门口不属于道路$本起事故不

属于道路交通事故!钱国庆受伤

后在沭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

天$支出医疗费
-$)%'/)!

元!

后因与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发

生纠纷$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和

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
#

万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

内赔偿医疗费
(

万元!

法庭上$ 保险公司辩称$本

案不属交通事故$该公司不应在

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钱

青强系原告的儿子$根据商业第

三者责任险合同约定$该公司不

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生命

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到侵害后

有权获得赔偿!被告倒车时将原

告刮撞致伤$被告钱青强依法应

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告钱青强驾

驶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

司依法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

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 $原告与被

告系父子关系$根据机动车商业

保险条款约定$交通事故系驾驶

人的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的$保险

人在商业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

责任$故对原告钱国庆要求被告

友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

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编后!撞了家人!商业险不赔)

这样的条款是否合理!大有疑问)

一天接待10批“参观团”？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正在各地扎实推进 $

有序开展 $ 以作风建设的新成

效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新华社 '新华视点 ( 记者

近期在基层采访时发现 $ 个别

地方打着学习交流名义的吃喝

接待有所抬头 $ 闭门造车写材

料 % 下基层蜻蜓点水 % 自我批

评虚多实少等现象值得警惕!

一天接待
!$

批 %参

观&' 公款吃喝暗藏其中

会所吃喝 % 网络礼品卡 %

豪华食堂++今年以来 $ 针对

各类隐形的 '四风 ( 现象 $ 各

级纪检部门重拳出击 $ 取得明

显成效! 但记者近期走访发现$

个别地方和部门打着教育实践

活动的幌子$ 频繁 '串门($ 美

其名曰 '交流($ 实则暗藏公款

吃喝!

记者近日在东部某地级市

看到 $ 当地一些历史文化场馆

纷纷挂牌成为教育实践活动教

学点 $ 各地前来交流学习的党

政团体络绎不绝 ! 当地一个知

名纪念馆馆长告诉记者 $ 今年

以来 $ 前来参观学习的外地党

政团体日益增多 $ 进入四月 $

前来参观的团体平均每天超过

#+

批次!

'借着参观学习$ 吃喝接待

也必不可少!( 当地一位负责接

待的干部说 $ 普通学员大多安

排自助餐 $ 但一些重要岗位的

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大多要

安排专门宴请$ 不仅标准不低$

当地领导也要到场作陪 ! '为

安全起见 $ 一般安排在好一点

的部门内部食堂 $ 或者在一些

会所!(

严令之下$一些打着以调研%

检查% 学习等工作名义的吃喝仍

在'潜行(!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
%

月
*

日通报$ 四川省凉山州

甘洛县农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吉

克以布等人在下乡检查工作过程

中$接受某村委会主任的宴请!吉

克以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上有中央禁令$ 下有百姓

监督 $ ,赤裸裸 - 的吃喝基本

没有了 $ 要吃也要借着开会 %

活动的名义 ! 最近 $ 各类教育

实践活动明显增多 $ 相应的财

政开支也在增加!( 广西桂林一

个乡镇干部透露 $ 活动之余 $

有的前来学习的团体还会安排

'游漓江(% '看演出( 等项目!

除了借工作名义吃喝 $ 一

些会务 % 活动中也耗费不少 !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 $ 以会务活

动中的一次性消耗品为例 $ 一

个双面桌签市场价
%

元左右 $

按参与人员
#++

人计算 $ 仅桌

签就需花费
%++

元 $ 加上会议

室 % 矿泉水 % 交通等费用 $ 一

个中等规模的会议活动至少要

花费数千元$ 有的动辄上万元!

'这些费用很隐蔽$ 一般人

很难发现其中存在浪费!( 一个

基层干部说!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

复性 $ 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

劳永逸 $ 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 中共中央党校党

建教研部教授蔡霞表示 $ 八项

规定出台一年多来 $ 党风政风

明显好转 ! 但 '由俭入奢易 $

由奢入俭难($ 下一步$ 各级政

府还应保持高压态势 $ 推动反

'四风( 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闭门造车蜻蜓点水 '

基层干部咋成 %群众&(

近期 $ 山西吕梁市交城县

委书记李志安抄袭吕梁市委书

记高卫东的讲话稿 $ 被网民举

报引发关注 ! 李志安在作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报告时$

将高卫东原稿中的 '我市 ( 改

为 '我县($ 并对其他细节作了

修改$ 其讲话稿九成以上抄袭!

目前 $ 相关部门已对当事人进

行处理!

县委书记讲话都要抄袭 $

让人啼笑皆非 ! 抄袭 $ 这个曾

经只是学生应付老师的做法 $

如今却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的惯用 '招数(! 百度搜索关

键词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范文($ 相关网页
!#-

万条$ 一

些网站还专门提供免费或有偿

的范文代写!

'上级文件摘一段$ 领导讲

话抄两句$ 先谈认识后说体会$

实际内容蜻蜓点水! ('强调重要

性$突出必要性$昭示紧迫性$回

避问题性! (++一些基层干部

为应付上级检查$纷纷总结出教

育实践活动的发言诀窍!

更令人不解的是 $ 在个别

地方 $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却 '难见 ( 群众 ! 有基层干部

反映 $ 一些领导即使下到田间

地头 % 厂矿工地 $ 见到的所谓

群众也多是基层干部 $ 很少能

和一线的普通工人% 农民对话!

记者曾参加一个县举行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参

会的三个 '群众代表($ 一个是

大学生 '村官($ 两个是退休老

干部! 工作人员坦言$ 原本打算

邀请一些普通市民代表$ 但有领

导担心$ 万一 '真群众( 反映了

棘手的难题$ 让领导下不来台$

该怎么应对.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吴亦明认为 $ 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主要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

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 $

理应更接地气 ! 之所以出现一

些脱离群众的现象 $ 根本原因

还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把

群众放在首要位置!

'教育实践活动应该坚持开

门搞活动 $ 确保每个环节 % 每

项工作都让群众参与 % 受群众

监督 % 请群众评判 ! ( 吴亦明

说!

自我批评%虚多实少&'

避重就轻少了%辣味&

'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

治治病(是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

总要求! 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

查找问题避重就轻%自我批评虚

多实少 $ 一些基层干部的反思

'空($不像'自己(!

长三角地区一位科级干部

说 $ 本单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 $ 领导表态 '要和

每位一线职工谈话 ( $ 且要求

'必须给领导本人或班子成员提

意见 ( ! 如何既 '提意见 ( 又

'不得罪领导($ 让大家犯了愁!

'也许领导是真心想听取意

见$ 但长期惯性让大家不敢提!

最后 $ 有的批评虚晃一枪 $ 有

的干脆把领导的优点硬说成缺

点 $ 还有的先自我批评 $ 再表

态要做好本职工作!( 这位干部

说!

'没有领导率先垂范$ 对上

级的批评往往异变成各种表

扬)( 一些基层干部搜集了本单

位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给领导

提的 '批评 ( 意见 $ 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条 & 不注意身体 $ 经

常加班 * 不关心家人 $ 以单位

为家 * 处事不公 $ 对自己严 %

对他人宽 * 架子太大 $ 从不在

基层吃饭!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之所

以取得实效$ 关键是领导带头$

逐级落实!(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教授李滨认为 $ 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同群众关系更直

接 $ 面广量大 $ 必须以严的标

准 % 严的措施 % 严的纪律坚决

反对 '四风($ 确保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窗户：
开还是不开

#春天来了!教室却不

敢开窗通风! 孩子们课间

活动和上体育课经常被呛

得直咳嗽)%北京市东城区

汇文一小的老师告诉记

者!近两个月来!由于与学

校只有一墙之隔的北京站

至北京西站地下直径线工

程所属的一处工地挖掘施

工! 师生们饱受噪音和粉

尘之扰) 虽然施工方已答

应白天不再作业! 但工地

并未作遮盖防尘处理!#只

要一起风! 整个学校就笼

罩在一片黄沙中%)

本报记者刘文晖摄

正品导航仪 全是假软件
!

宋 剑 徐 佳

正品的导航仪搭载的却是

盗版软件$位于上海松江九亭的

一家名为 '贸讯汽车用品专营

店(的店铺在某大型购物网站上

进行盗版导航软件的搭载搭售!

日前$经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两名被告人均被以侵犯

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三年!

湖北人薛某与妻子房某多

年前来上海做生意$成立上海贸

讯信息有限公司$主要通过网络

销售导航仪!

公司最初对外出售导航仪

只安装一套正版地图$ 内置
%0

卡!后来$薛某为了吸引消费者%

增加销量$就开始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正品'

1

路航(导航仪后$在

网上下载破解版的 '凯立德(导

航软件 $加装至导航仪中 $再进

行出售$获利颇丰!

去年
&

月初$警方在该公司

当场缴获若干 '凯立德
!+#$

春

季高清版 (破解软件母片 $以及

大量已安装盗版软件的导航仪!

'我卖的东西都是能用的$ 某种

程度上还方便了消费者$没想到

会侵犯人家著作权$甚至构成犯

罪)( 薛某等人主动交代了自己

的罪行!

'以营利为目的$违反著作管

理法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侵犯

他人的著作权$ 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构

成侵犯著作权罪!(办案检察官表

示$'薛某等人复制发行
*+++

余

台$销售金额为
%++

万余元$已达

到构罪标准且情节特别严重!不

过$他们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

从轻或减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