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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鱼太守!东汉羊续任南阳

太守!一次"有个府丞听说羊续

爱吃鲜鱼" 便送他两条大鲤鱼
!

羊续婉言辞谢!府丞把鱼往案上

一搁"转身就走!于是"羊续把那

府丞送来的鱼高悬于官衙中"以

示拒贿!

一钱太守!汉代会稽太守刘

宠"在任时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

事! 后来朝廷调他进京任职"路

过山阴" 有几位百姓拦住车驾"

一定要送他百钱以示感谢"刘宠

只得选了一个钱作为纪念 !从

此"#一钱太守$的绰号便在民间

传开%

悬丝尚书! 西晋吏部尚书山

涛"甘于清廉!一次"陈郡人袁毅

偷偷地给山涛送去百余斤真丝"

山涛得知后命家人将这些真丝悬

于梁上!人们称他为&悬丝尚书$%

菜知县%明代胡寿安先后任

信阳'新昌等县知县"常自种蔬

菜以供日用"百姓称之为&菜知

县$! 他曾在纸帐上题诗一首以

自警(&紫丝步障最奢华"卧地眠

云自一家" 雪又不寒云又暖"扶

持清梦到梅花%$

驴车尚书%清代戴敦元任刑

部尚书时"不讲享受%一次"天刚

下过一场大雪" 他穿着雨衣"手

里抱着文书" 在路上徒步行走"

直到在大街上遇到一辆驴车"才

叫驴车送于刑部衙门%人们称他

为&驴车尚书$%

半鸭知县%清代于成龙崇尚

节约% 他在任广西罗城知县时"

其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他只有

一只还舍不得吃的咸鸭"乃割下

一半作为儿子回老家时路上的

菜肴"因此得名&半鸭知县$%

悬檄督抚%清代江苏督抚张

伯行"做官清正廉洁%他任督抚

时" 常有亲朋故旧携礼来见%为

杜绝送礼者"便写了一篇)禁止

馈送檄* 高悬堂上(#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

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当地百姓

戏称他为#悬檄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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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慎：细微之处严格要求自己
!

李文翔

)中庸* 说(#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

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大意是(一个人独处"在无人

看见的地方要警惕谨慎"在无人

听到的时候要格外戒惧"因为不

正当的情欲容易在隐晦之处表

现出来"不好的意念在细微之时

容易显露出来"所以君子更应严

格要求自己%慎"不仅是先哲们追

求的目标"也当成为今天我们党

员干部努力追求的思想境界%

慎权%腐蚀在早期往往并不

是剧毒的"不是明目张胆和赤裸

不掩%而多为小恩小惠"让你在

顺其自然中上钩%因此"我们党

员干部在与他人交往时"不该说

的话绝对不能说"不该办的事绝

对不能办"这样我们才能坦然生

活'工作"才能吃得有味'睡得踏

实'干得快乐%

慎欲!从古至今"上有所好"

下必甚之% 可谓有什么样的领

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大量

的事实表明" 堕落者被侵蚀"大

多是从#嗜好$上打开缺口的"所

以我们对自己的小爱好要谨慎

选择 "慎重对待 %慎始易 "慎终

难"慎欲还要求我们持之以恒%

慎交!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

中"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好的

朋友会互相勉励' 共同进步"坏

的朋友只会相互利用' 一同堕

落%要端正交友动机"多跟普通

百姓交朋友"多跟先进模范交朋

友"多交对事业有益的朋友%

君子慎独 " 不欺暗室 %#三

慎$是一种睿智"需达观从容"悟

透人生"洞悉万物"于纷杂的事务

中学会观察与剖析"得出真知灼

见%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要自

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

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毫不懈

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

头无愧于天"俯首无愧于民%

趋之有界
!

陈 华

秋夜
!

白日隐身的蟋蟀"便

从四面八方"纷纷围拢在斑斓的

光影之下%蟋蟀对光线有着与生

俱来的敏锐和洞察"有光亮的地

方"随处可见蟋蟀的影子%对光

的#趋向迎合$似乎是生命使然"

那种痴痴的贪念和不愿离散的

留恋"使它们忘记危险正一步步

逼近%转瞬间"它们便成为小孩

儿的囊中之物% 挣扎变成了徒

劳%

当最后一颗星辰迎来朝霞"

曾经的喧哗变得死寂"地面上确

实狼藉一片"随处可见蟋蟀的尸

体"有的完好"有的残缺"心被生

命的遗失揪紧% 它们不辞辛劳"

穿过田野"越过溪水"远道而来"

一束光影"生命便拥有了一道奇

特的风景+而#趋$的痴狂"又让

它们葬身在霓虹之下%

行走俗世红尘"我们和蟋蟀

在#趋$的执着上"有过之而无不

及%#趋$ 一所心念的大学"#趋$

一份满意的薪水,,如此之

&趋$"一方面"是信念"是追求"

是提升自己的原动力" 另一方

面 "在 &趋 $的过程中 "偏离了

&趋$的初衷"转念功名利禄"金

钱享乐%&趋$的欲念滋长'膨胀"

让 &趋 $迷失了方向 "一步步沉

沦"甚至滑向无望的深渊%

在人生漫长深邃的旅途中"

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趋

之有界"小心谨慎"不越雷池半

步%

万里：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

徐伯黎

万里
"#$%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

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

侵略者"并很快显露才华"

&'

岁

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解放后"

万里虽然官越做越大" 但他始

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苦农

民的儿子%

"#()

年" 万里同志被任命

为铁道部部长" 当时中国的铁

路技术非常落后" 很多问题亟

待改进%有一次"山东发生一起

火车翻车事故" 万里带着铁道

部有关领导来到山东" 与当地

铁路局相关部门共同分析事故

原因%在事故分析会开始前"万

里对在场的所有人员说(&今天

这个会" 不仅仅是一次事故分

析会" 还应该是一次工作检讨

会"大家对铁道部"甚至对我本

人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提%$没

想到 "会议开到
"&

点 "马上要

吃中午饭了" 还是没有人敢提

什么意见%这时"一位参会者终

于忍不住了" 实事求是地讲了

很多问题" 其中很多意见直指

万里本人"十分尖锐%中午吃饭

的时候" 万里同志特意把这位

提意见的同志叫到自己身边 "

拉着他的手说" 你的意见提得

好呀" 我们国家铁路建设正处

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就需

要你这种正直敢言的人-

不久" 这位敢提意见的同

志很快接到调令" 前往铁道部

工作%就这样"在万里同志的带

动下 "说真话 "办实事 "提意见

的风气在铁路系统迅速形成 "

为促进当时铁路事业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基础%

"#((

年
%

月" 万里被任命

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开始主

政安徽 %从皖南 '皖东到皖北 "

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

他一头扎进基层 " 半年走了

$***

里路%腊月廿三"万里来到

淮北阜阳一个村子% 因为穷得

没裤子穿" 老百姓无法出来见

他" 家里孩子也只能藏在地锅

里头取暖%临近年关"还有很多

农民在为吃不上饺子而发愁%

回到合肥后" 万里当即主

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

议% 他动情地说(&大别山革命

老区的人民" 为我们的解放事

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一个

当时只有
&*

多万人的金寨县"

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
"*

万人-

可是"解放以后"老区的老百姓

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

问心有愧呀- 中国的革命是从

农村起家的" 是农民支持了我

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

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在他

的强力推进下" 小岗村的大包

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

地推广%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

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

开放的一个符号"被称为&农业

改革开放第一村$%

万里始终保持着平民本

色"对子女要求甚严"决不让孩

子滋生高干子弟的纨绔习气 %

上世纪
%*

年代初"中国刚刚走

出三年自然灾害" 处于经济恢

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

响应国家号召" 将长子万伯翱

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

炼% 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

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

万里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

要求 (&想逃跑也是不行的 "除

非你逃到海外去"那我管不着%

另外 " 你不要总想着回来 "否

则"就是你回到这个家门口"我

也不会让你进的-$ 临走时"从

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

上" 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

动摇 "立即坚持 %$万伯翱就这

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

的行李卷" 怀揣着仅够一个月

用的
")

元钱伙食费" 上路了%

从
"#%&

年至
"#(&

年" 万伯翱

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 "

在河南省黄泛区国营农场劳

动 " 度过了整整
"*

年艰辛岁

月%

扰民是万里最反感的事 "

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

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

法极不赞成% 从领导岗位上退

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

不管事 '不惹事 %$他以此作为

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

一天" 山东省和安徽省的

领导来看望万里 " 万里却说 (

&你们都很忙 " 我现在是个闲

人 " 不要因为看我而影响工

作%$ 当他们邀请已经
"*

年未

离开中南海的万里" 到家乡和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新

气象时" 他却摇头说(&我们下

去会给人家添许多麻烦" 还是

别去了%$

对此 "万里给自己 &出台 $

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

奠基等公务活动+ 不再担任名

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

以后" 他严格遵守着自己规定

的&三不主义$%

文史廉政

精打细算过日子
!

罗日荣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

而苏轼更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

两人的节俭之名到现在还为后

人津津乐道%

有一天"朱熹老先生去女婿

家看望女儿 % 女婿是一个穷书

生"家里十分贫困%无奈之下"只

好跑到屋后的菜园里摘了几根

香葱做成清汤"然后又煮了一锅

麦饭%

女儿从厨房端出葱汤麦饭"

心里十分愧疚%朱熹安慰女儿道(

&俭朴度日" 是我们家的好家风%

这样的饭菜已经不错了"吃起来

不仅喷香可口"而且还能滋补身

体%到你这来时"看见有的人家屋

顶上的烟囱还未曾冒烟哩-$

苏轼和朱熹不同"苏轼乃四

川大户人家"从小过着衣食无忧

的生活 %北宋元丰三年 "苏轼因

&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

使"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待遇自

然就有了变化"此时"苏轼一家人

的吃用只靠他微薄的收入来维

持%苏轼告诉家人"从今以后"自

己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个荤

菜%若有贵客来访"设盛宴招待也

不超过三个荤菜"而且只能少不

能多%如果别人请自己吃饭"也先

告诉人家不要超过这个标准%若

不答应"就干脆不去赴宴%

苏轼与朱熹"尽管他们可能

迫于生计 " 要精打细算地过日

子"但他们的这种会过日子的精

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现代人尽

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很多

人既要做房奴" 又要做车奴"还

要做孩奴"有的人总是抱怨生活

太苦太累 " 与朱熹与苏轼比一

比"也许我们应该更加乐观地对

待生活-

花籽全都煮过了
!

尚明刚

阿拉伯国王老了" 想从
(

位

王子中挑选一位继承王位" 于是

给他们每人各发了一个花盆和一

些花籽%国王宣布说(&谁能用它们

培育出最美的花儿" 谁就能当国

王%$王子们都渴望当上国王"他们

撒下花籽"精心地浇水'施肥,,

到了规定期限"国王召见各

位王子% 他看到
%

位王子都捧着

争奇斗艳的鲜花"不禁摇了摇头%

最后"见到最小的王子手中的花

盆是空的" 这才笑着说(&那些花

籽全都煮过了"哪能开出花儿呢.

只有你最诚实"王位归你了-$

多年后"新国王也老了"同样

要选接班人%他给每位王子也发了

花盆和花籽"宣布谁能培育出花儿

谁就能当国王%年长的王子们探听

到花籽又被煮过了"认定国王同样

是在考察自己"便把花籽随意撒进

花盆"再没理睬过%唯独最小的王

子每天坚持浇水'施肥"直到花盆

里长出了几株含羞草%

小王子捧着含羞草来见国

王"国王走过来"拍着小王子的手

说道 (#我发的花籽的确被煮过

了"但花盆里原本也撒了其他的

种子"只要精心打理"它们还是能

发芽生长呀-你的哥哥们一心想

当国王"只有你跟我当年一样"所

以"你就是接替我的人选%$

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持一颗

平常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诸多事

情"好的时候不要得意 "坏的时

候也不能悲伤"更不要聪明反被

聪明误%

请您扫描

二维码!加入微

信平台投稿"互

动#

清 凉
&

朱立文

有这样一幅警示教育宣传

画" 画面上只有一个写得很端正

的#官$字%与平常写法不同的是"

#官$字上面的点用一盒清凉油取

代% 作者匠心独具的创作发人深

思%

大凡为官者" 都清楚哪些事

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钱

该拿"哪些钱不该拿+哪些地方可

去"哪些地方不可去%可偏偏有些

官员不该做的事敢做" 不该拿的

钱敢拿"不该去的地方敢去"结果

知法犯法"最终滑向犯罪深渊%

清凉的心态不仅是健康的心

态"更是一种处世之道"是一种思

想和精神境界% 一位哲人说过"你

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要么你

去驾驭命运"要么你被命运驾驭%

状 态

&

严水泉

一位领导干部说" 看一个部

门的工作好不好" 首先看其干部

在不在状态% 他举例说" 还没下

班"就想着下班后去游泳健身+还

没到周末" 就想着周末的活动安

排"这就叫不在状态%按照这位领

导的解释" 不在状态就是指工作

精力不够集中"思维不能专注"心

浮气躁"分心走神%

好的工作状态体现的是一种

崇高的事业心'责任感"是一种难

能可贵的革命激情" 是一种追求

#生命自觉$ 的主动精神%#在状

态$就是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

下身子抓落实"干好具体事"自觉

在各项工作中当表率做模范"始

终端正心态"保持状态"这样"才

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酿 酒
&

李雪雯

斜阳殷染" 一整车新鲜的葡

萄正被运往酒窖" 法国波尔多酒

庄的工人们在酿酒车间里" 总是

提前想象美酒出现在人们餐桌上

的各种场景" 并将美妙的思绪带

入了细致的工作之中%也许"正是

由于他们将生活的热情融入了酿

酒工艺" 波尔多葡萄酒才以其柔

顺细致的口感"赢得了#法国葡萄

酒皇后$的称号"进而享誉全球%

现实中" 面对周而复始的工

作" 我们常常感到乏味而懈怠下

来"有人甚至为了寻求金钱'色欲

等额外的#刺激$而自我沦陷%相

较之下" 波尔多酒庄的工人们将

对生活的热情溢入了工作之中"

并获得赞誉"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

习%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实施了#大包干$"掀开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也由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一跃而成为中国农村改

革第一村!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年 !!月 "日"总第'()* 期#

孙志伟!本院受理王爱青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遂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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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王明奇!本院受理刘康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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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车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祝子济!本院受理祝腮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广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大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若不服本
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崔绍宾!本院受理王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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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重庆川宇彩钢建筑新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省普
定县金铭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 因原告
不服本院$

&*"+

%普民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而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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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郭海英$魏京宝$孟凡华$霍保风$刘付香$李银香$郭海

宾$苏利军$孟文霞$李素英$边永平$闻玉枝$祝秋红$纪为民$

和素琴$张合顺$刘红星$王世华$赵贵喜$李玉山$石希春$樊
振和$于新园$马秀琴$杨燕园$王顺吉$王培峰$冯娟$陈爱珍$

王江海$苏玉民$郎秀丽$刘振英$郭志星$杨金风$王海叶!原
告汤阴县蔬菜水产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汤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一案!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作出
$

&*""

%内行初字第
"

号行政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已向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
王明奇!本院受理刘康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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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车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王文生$侍爱祥$吴士朋$胡洪亮!本院受理王永红诉你们
民间借贷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都龙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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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鼎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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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

&)"($$,"

&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出票日期
&*"+

年
#

月
$*

日!到
期日

&*"+

年
"*

月
$*

日! 出票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启东市财政
局&出票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自公告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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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刘佳! 本院受理崔雪峰诉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永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到
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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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陈军!本院受理郑继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献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淮镇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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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沧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胡庆华! 本院受理周小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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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福建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仲阳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杨小金$钟晓兰!本院受理李竹兵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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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七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曹金苟!本院受理赣州澳德动物营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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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民四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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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赣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麦东东!本院受理温环生&温小玉&温坤环&温建华&温建国诉
你继承纠纷一案

.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环民初字第
$"#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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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生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向荣!本院受理姚雪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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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和$

&*"+

%宿
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仙庄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刘中兵$汪发芝$汪祥峰$汪祥东$董传发!本院受理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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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上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马传生!本院受理李鹏飞诉你季现湖&丁凡荣&申成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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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杨承平$项兰俊!受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

%六行终字第
***+%

号行政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向阳!本院受理黄朝洪诉你及大冶鸿星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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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新庄!本院受理钱德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现公告
向你送达

/&*"+0

睢民初字第
#('

号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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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曾维燕!本院受理黄静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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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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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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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宪!本院受理尹昌荣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和举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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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单吉成$于洪超$蒋仁龙!本院受理林广龙诉你三人&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荣成支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乳诸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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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

康荣辉!本院受理孙海花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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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1

在本院梅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郑立娟$刘洪伟$张照华$魏焕君!本院受理陵县农村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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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1

在本院梅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姜书龙$邓春英$张月$宋丽娜!本院受理陵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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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1

在本院梅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
王德奎!本院受理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行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夏商二初字第
%$

号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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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之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节假日顺延%

"+

'

$*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理裁判#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欧强!本院受理沈信华&武孔碧&辉兰兰&沈林烨&沈泠烩诉你
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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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科技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唐伟凡!本院受理陈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罗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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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

罗碧华$汪旭东!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定
支行诉你们及贵定弘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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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根金$高建平$王成利$田春$侯树春!本院受理唐喜忠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乾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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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松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米峰!本院受理张殿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乾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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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刘国军!本院受理兰翠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乾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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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范永全$刘成!本院受理唐喜忠诉范显辉及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乾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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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 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

王制谱!本院受理熊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供的证据&合议庭成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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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满后第一个
工作日

#-$*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
黄珍真$朱永华!本院受理喻德良诉你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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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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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答辩%期限满后第一个工作日下午

&

'

$*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

王仪均$彭芬芬!本院受理皮宪凤诉你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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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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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满后第一个工作日

#

'

$*

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

杨青!本院受理容加诉你与李庆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讼须知&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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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刊登的余钱公告中! 余钱应为余
前#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王俊伟! 本院受理曲建波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一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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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永亮$王长伟$王春华!本院审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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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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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浩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谭启圣$孙玉红$谭凤兰$孙乐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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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张商初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董常毅$季永$梁文静$尹玉树$梅刚!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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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群$朱世茂$王兵$杨永胜$张金钟!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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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村$孙建$孙娇娇$孙鲁昆$王长兵!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已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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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阳$高营$王彦成$孟鹏$王东!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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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周兴工贸有限公司$淄博胜举工贸有限公司$吴刚$徐春

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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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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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郭万东$曹永民$耿冰$韩文杰$韩勇!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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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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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阎亮$张慧杰$周荣荣$田家河$王春建!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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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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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凯$苏秀智!本院审理原告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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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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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丘国新!本院受理张益成&廖秀英诉你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1

广汉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阳艳!本院受理张益成&廖秀英诉你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1

广汉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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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张利!本院受理张益成&廖秀英诉你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1

广汉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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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袁恒民!本院受理杨兆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汶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

华曦!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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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渝仲字第
(+"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仲
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选$指%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内!答辩期满未答辩!也不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在答辩期满后次日
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将在组庭次日起第

)

日
#

'

$'

$节
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仲裁委员会
吴涛!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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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渝仲字第
(+'"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选$指%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内!答辩期满未答辩!也不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在答辩期满后次日
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将在组庭次日起第

)

日
#

'

$'

$节
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仲裁委员会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我局行政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在公
安部门的配合下!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豫鄂收费站依法对车牌号为'豫
34"#""

的白色大客车实施烟草专卖检查# 当场在该车行李箱内查获
卷烟'(黄鹤楼$软蓝%

#'

条&红金龙$软精品%

#'

条)!共计
",'

条卷烟!

标值'

&)&''

元#检查现场无人认领该批卷烟!且无人出具合法运输手
续!该批卷烟经现场拍照取证后我局予以先行登记保存#经鉴定该批卷
烟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请上述案件的当事人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

日内到信阳市平桥区烟草专卖局$地址'平桥区中心大道
"+(

号*

电话
'$(%5$(("*))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我局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上诉非法生产的烟
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平桥区烟草专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