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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君翔辉科技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音质

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张晋荣!

深圳市峻霖科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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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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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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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开庭" 于开庭前十分钟在开

庭地点进行证据交换% 请依时

出庭"逾期将依法裁判%特此公

告*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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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鹤城
%

月
'(

日 "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检察院出台

-检察之星.评选办法"拟在该院评

选出一批政治过硬( 业务精通(作

风优良(业绩突出的先进典型% -检

察之星.每月一评 "在全院范围内

推选当月表现突出(勤廉兼优的候

选人" 汇总后提交院党组研究"最

终评出当月-检察之星.%

!谭才兴"

铜陵 安徽省铜陵县检察

院近日以 -基层院规范执法强化

年 .建设为契机 "针对该院
!"'(

年

以来所办的案件" 从证据采信(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规范(文书

使用和制作(涉案财物处理等方面

进行全面审查评议"以规范干警执

法办案行为"提升办案质量%

!汪洋 张磊"

利川 湖北省利川市检察

院近日开展交心谈心活动% 此次活

动是该院教育实践活动第二环节

的内容之一"要求检察长与每个班

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之间 (领导

干部与党员之间必谈% 参与谈心的

人员先阅读谈话对象的对照检查

材料(问题清单等 "再面对面谈问

题"最终达到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的

目的%

!陈小玲"

廊坊广阳 河北省廊

坊市广阳区检察院近日联合北华航

天工业学院社工协会的志愿者们走

进廊坊市第六中学" 利用两周时间

分班次开展 -法律伴我行之情绪管

理.主题讲座%讲座结合青少年违法

犯罪典型案例" 分析解读了由于中

学生常见的不良情绪引起的违法犯

罪行为" 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未成年

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和危害%

!贾贞 韦优静"

岑溪 广西壮族自治区岑

溪市检察院预防部门干警近日深入

该市正在进行换届选举的明都社区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法律宣传% 干警

将职务犯罪的危害(预防对策用当

地群众喜爱的地方戏进行演绎"使

干部群众在听戏过程中学到了法律

知识"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胡文静"

邓州 河南省邓州市检察

院近日与该市地税局联合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房地产税收征管专项

治理活动"通过为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宣讲税法知识等手段预防违法

犯罪"进一步治理房地产管理领域

腐败问题"帮助完善房地产税收征

管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赵博"

隆德
%

月
'&

日 " 宁夏

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检察院深入该

县观庄乡" 开展第四届检察开放

日活动% 该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

条幅( 展示宣传板( 发放宣传资

料( 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 向群

众宣传检察机关的受案范围( 立

案标准( 检察长接待制度( 举报

须知等" 让群众充分了解检察机

关的职能作用%

!马强"

濮阳华龙 河南省濮

阳市华龙区检察院近日就一起不

服检察机关原处理决定的刑事申

诉案件召开了公开听证会%该院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参加

听证会" 充分听取案件申诉人(原

案承办人(复查案件承办人及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的意见%针对

申诉人提出的申诉要求和理由"原

案件承办人出示了原案认定的相

关证据和适用法律"并进行了解答

和说明%

!王红梅"

罗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检察院日前出台

&检察委员会对自侦案件介入监督

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自侦

案件的初查( 立案( 侦查( 起诉

等环节的监督" 提高自侦案件质

量 " 防范办案风险 % 今年以来 "

该院检委会已对
'"

起自侦案件进

行了全程监督" 收到了较好的法

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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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启锋
+

余庆 贵州省余庆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纪委( 县委党校"

先后对该县民政(教育(交通(卫生

等系统的
$,,

余人开展了预防职

务犯罪专题培训%参加培训人员参

观了警示教育基地(看守所"观看

了教育片"并听取了县纪委(县委

党校和该院领导作的职务犯罪预

防和勤政廉政专题讲座%

!陈朝伟"

高唐 山东省高唐县检察

院日前与该县公安局联合制定了

&关于在提请和审查逮捕中实行社

会危险性说明的规定'" 要求公安

机关在 &提请批准逮捕书' 中援

引法定社会危险性情形的具体条

款并说明理由" 同时随案移送证

明材料%

!杨兆峰 闫爽"

厦门集美 福建省厦

门市集美区检察院检察官日前深

入辖区中小学开展-安全法制讲座

进校园.巡回活动% 检察官结合发

生在辖区内的典型案列" 以案说

法"告诉学生们在校园内外防范不

法侵害的方法以及如何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还结合讲课内容开展有

奖问答"启发学生们深入思考%

!林琳"

扬州邗江 江苏省扬

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法警大队日前

举办应急救护培训% 此次培训内

容涉及心肺复苏术( 创伤救护四

项技术( 意外伤害以及常见急症

等现场救护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操

作" 旨在进一步提高司法警察保

障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能力 "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姜伟"

隆尧 河北省隆尧县检察

院近日以 -加强反渎职侵权检察

工作" 促进依法行政与司法公正.

为主题" 走到群众身边" 利用宣

传展板( 服务手册" 积极宣传渎

职侵权犯罪的成因( 罪名( 举报

须知" 讲解渎职侵权犯罪的典型

案例" 还就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

进行现场解答%

!张振平 韩增彦"

金塔 甘肃省金塔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干警开展主题为 -青

少年与合成毒品 . 的禁毒宣传

-五进. 活动% 干警们进社区( 进

村组( 进学校( 进工厂( 进市场"

通过现场咨询( 板块展示( 发放

资料等方式" 为群众讲解毒品的

危害"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到禁

毒教育宣传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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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德
+

涡阳 安徽省涡阳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干警开展案件总结讨

论会% 该院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典

型案件进行 -回头看." 进一步总

结了执法办案中好的经验和做法"

找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孙孝东 徐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