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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印象

"

以前，一般人包括我自己对检察院的感觉是很神秘，现在通过参与
检察院举办的一些活动，我对检察工作越来越了解。

■现在检察机关的检务公开做得越来越好。

■希望各级检察院对人民监督员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包括他们应该从
哪些方面做好监督工作、怎样提高他们的监督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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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农业和科技局种子

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曾获得四川省多项农

业科技进步奖以及水稻"玉米区域试验奖#

李旭：
不必谈“转”色变

#

本报记者 郭美宏

!其实我们身边也没有那

么多转基因食物" 大家不必谈

#转$色变%&

!

月
"#

日"北京全

国人大培训中心" 坐在记者面

前的李旭轻柔地' 平静地表述

着她对转基因的看法%

李旭是来自四川凉山的全

国人大代表" 会东县农业和科

技局种子站站长" 此次来京是

为了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 大会要审议

种子法修改草案" 作为建议者

和基层专业人士" 她被邀请列

席会议%

#)

年内全县第二位

全国人大代表

暗红色西服"黑色套裙"还

化了点淡妆" 眼前的李旭与城

市里的白领无二" 但微微发黑

的皮肤"朴实无华的言语"又无

不透露出她的职业本色%是的"

"$

年了 " 她一直与农业打交

道"与种子打交道"一直穿行在

田间地头%

说起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 李旭露出惊喜又感恩的笑

容%!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彝族

#呷西()注$在新中国成立前!这

一等级是彝族社会等级构成中

的最底层*"正是因为选举法修

改后实行城乡同票同权选举"

我才有机会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她的当选"代表的是会东县

!#

万乡亲% 会东县位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南端"近
!%

年

来" 全县只出过两位全国人大

代表"李旭是第二位%所以"李旭

的当选"在当地很多人看来"都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同事'乡邻纷纷前来祝贺

的同时"更期待李旭能将他们

的诉求和呼声带到北京"让更

多人关注会东这个偏远山区%

!交通落后大大制约了我们会

东经济的发展"大家希望能有

一条高速公路经过这里"让会

东的水果'土特产能及时运出

去%& 李旭感受到了乡亲们寄

予她的热切期盼 " 她有些压

力" 但也有了学习的动力'调

研的动力%

"%#&

年全国两会"李旭第

一次上京参会" 作为新代表的

她对于如何履职还没有特别清

晰的概念" 匆忙中拟了
&

份建

议" 其中两份与她熟悉的种业

发展相关" 另一份是对公车改

革的建议%令她欣慰的是"返川

后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即告

知" 她的建议已经安排相关部

门办理% 后来的公车改革方案

吸纳了她 !提高出差人员的补

贴" 鼓励公务人员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建议%

农业要发展"良种要先行

谈起这次种子法的修改"

内行的李旭变得侃侃而谈" 她

说修法很有必要 "

"%#!

年全

国人代会上" 她就提出了修改

种子法的建议% 多年的工作经

历" 让她感受到这部法律的一

些规定与实践脱节" 可操作性

也不强" 亟待修改% 她建议将

种子种植的审批权下放到县一

级" 各地针对当地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种子种植 % 她还提

出" 良种在农业生产中贡献率

占
!%'

" 因此农业发展特别是

现代农业发展要良种先行%

!农民对旧种子使用有一

定的习惯性和依赖性"良种的

推广需要一个过程%最好的办

法是良种培育出来后"先在示

范基地进行示范种植"然后再

进行宣传和推广%农民看到使

用新种子收益好"自然就会接

受良种 %&李旭说 "除了良种 "

还要有现代高产栽培技术%良

种的培育需要现代农业科技"

而示范基地的建设更是需要

资金 %她说 "这就需要有一定

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现代农业

科技集团的加入%她希望农村

特别是偏远的农村能引进更

多的现代科技公司%

此次种子法修订草案在

种质资源保护 ' 鼓励自主创

新'打击假冒伪劣侵权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完善"李旭

对此很认同"认为必将有力提

升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

修订草案是否吸收了她的

建议呢 + 李旭欣喜地告诉记

者" 她的两点建议被采用, 一

是草案删除了原
()

条 !办理

种子许可证时收取一定的工本

费& 的规定" 二是草案明确了

执法主体是种子管理部门和综

合执法大队% !工本费在实践

中基本不收了" 去年我就建议

在法律中删除这一条% 另外"

现行种子法没有明确执法主

体" 导致很多规定落实不了"

我建议要明确% 这次草案明确

了执法主体是种子管理部门和

综合执法大队%& 她说" 建议

被采用" 甚感欣慰%

保障种子安全是种子法

修订的重要内容"其中自然涉

及到对转基因种子的态度%如

何看待转基因 + 李旭微笑着

说" 大家真没必要谈 !转&色

变%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没有这

么多转基因食品 " 除了甜玉

米 " 一般的玉米都不是转基

因 "转基因棉花较多 "但它是

抗虫基因"也不入口%

她强调"从种子部门来讲"

转基因是生物育种的制高点"

对品种基因性状的转变有很大

作用%!不能一概说转基因都是

不好的东西" 要看它转的是什

么基因"就好像打针一样"看它

打的是什么药水% 有的转基因

是好的"有利于我们人类的%从

国家生物育种储备来说" 应该

做这方面的研究%&

司法体制改革应到基

层作更详细的调研

两年多的代表经历" 让李

旭对检察工作也由陌生变为熟

悉% 她对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加

强代表联络' 扩大检务公开'

打造阳光检务给予充分肯定%

李旭介绍" 会东县检察院

和她联系密切" 但凡有重要的

会议和活动以及检察开放日"

都会邀请她参加" 对于她提出

的意见建议" 也都及时给予反

馈%今年上半年"她还参加了该

院开展的有关检察监督力度的

调研%全国两会结束后"她到该

院为全体检察人员作了两会相

关情况介绍% 她还被四川省检

察院聘为人民监督员%

谈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代

表联络工作" 李旭频频点赞%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最高检组

织的湖北' 上海司法体制改革

调研活动%非常感谢最高检"让

我了解了很多检察部门的职能

职责" 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学习机会%&

她还谈到" 去年到厦门参

加代表培训" 有幸聆听了曹建

明检察长的讲课"!

&

个小时"他

脱稿讲"讲得非常精彩"我们代

表也听得聚精会神% 他希望能

迅速提高我们对于检察机关的

认识"因为代表来自各行各业"

大家不一定都了解检察工作%&

检察工作专业性较强"作

为非法律界的人大代表" 如何

做到外行监督好内行呢+ 李旭

表示" 履职之初她也有这样的

担心" 但是通过培训学习和加

强与检察院的联系后" 现在她

有了一些!底气&%

!内行& 的她给检察机关

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宣

传" 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检察

院的法律监督职能" 以及反贪

反渎方面的工作情况% 二是司

法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前" 一定

要多到基层调研" 多了解基层

检察人员的所思所想% 大家对

于改革的关注度很高" 既有期

待" 也有担心" 基层人员关心

改革后他们的出路和发展前景

会怎样% 所以" 建议最高检和

省级检察院到基层作更细致的

调研" 了解基层检察人员有哪

些想法" 有什么困难% 三是希

望对人民监督员进行系统性的

培训" 内容包括他们应该从哪

些方面做好监督工作' 怎样提

高他们的监督能力等%

人大制度已经走过
*%

年!人民政协已经走过
*(

年!

回顾历史!有很多片段和故事值得记忆#本刊为此特开设

%讲述&栏目!欢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知名人大"

政协工作者前来讲述自己有关民主法治进程的亲历和思

考'%讲述&内容要求有细节"有思想!字数在
"%%%

字以

内'稿件请发至
+,-./.0#"*123/

'

征稿启事

了解农民玉米种植情况

下乡调研

政府的报告
为何没通过？

$

翟 峰

政府报告未通过" 在一般地

方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很少见" 四

川省广元市却出现过这样的 !特

例&% 政府报告为何没有获得通过

呢+ 这事儿还得从
#4

年前说起%

#$$)

年
*

月
#&

日至
#(

日 "

广元市人大城环资委为给年初常

委会确定的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

于贯彻落实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

条例. )下称 (管理条例 )* 的

情况汇报作议题准备" 在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付兴培的带领下 "

对该市南河' 上西' 袁家坝这三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进行专题调

查% 调查组发现" 三个省级经济

开发区在贯彻落实 -管理条例 .

方面" 不仅存在着不乐意和不愿

接受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

心理" 而且因其 !一枚印章管天

下& 的独特职能" 在与广元市城

建' 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关

系存在不少问题" 造成凡到开发

区投资建设的项目都要重复交

费' 办证" 给开发区招商引资带

来了不良声誉% 据此" 广元市人

大城环资委在 -关于广元市南

河' 上西' 袁家坝经济开发区贯

彻落实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

例0 的情况报告. 中作了如实客

观反映%

#$$)

年
4

月
#"

日 " 广元市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

次会议召

开"

&!

名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先

后听取了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落实 -管理条例. 的情况汇报和

市人大城环资委的情况报告之

后" 对市政府报告没有如实反映

问题提出质询' 批评和建议%

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大武表示" 市政府之所以没有如

实反映存在的问题" 根源还在于

有认识误区" 认为如果人大对开

发区管委会加强监督" 就会阻碍

开发区经济建设% 因此" 部分领

导存在着不乐意和不愿接受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心理% 到开发区

投资存在重复交费和重复办证的

现象" 实质与广元市政府对开发

区依法行政指导监督不到位有关%

!有必要通过宣传 " 使广元

市政府和开发区的领导们充分认

识到" 开发区接受人大监督" 不

但不会阻碍发展" 反而能够更好

地促进和推动其经济发展 %& 广

元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振武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

接着" 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子章' 杨锡重' 杨焕平和

陈崇凯' 唐树林等委员纷纷提出

自己的意见" 建议广元市政府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 " 及时研究对

策" 尽快让开发区管委会纠正错

误认识" 对造成重复收费办证的

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同时要求广

元市人民政府对常委会会议审议

意见的办理情况" 在下次常委会

会议上再作汇报%

虽然当时监督法尚未出台 "

但按宪法和有关法律和 -四川省

开发区管理条例. 的原则规定 "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对 !一府

两院& 有关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

!一府两院& 应在规定的期限内"

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本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报告% 当然" 开发区管

委会并非一级政府" 但它具有当

地政府的派出延伸职能 " 因此 "

章惠成' 陆聚林' 何国英等常委

会组成人员特别提议, 这次会议

有必要延续使用广元市二届人大

常委会依法制定的常委会听取和

审议 !一府两院& 工作报告的暂

行表决办法" 对广元市政府关于

开发区工作情况汇报实行表决 "

如果没有过半数通过" 就必须在

下次常委会会议上再作汇报%

最后" 广元市第三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赖明扬表态,!按宪法和

法律以及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办"开发区不能游

离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

之外1 &

于是 " 出席会议的
&!

名常

委会组成人员当场表决"

(

票赞

成"

"*

票反对"

&

票弃权" 广元

市政府的报告首次未获通过%

这一结果引起了广元市委和

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时任广

元市委书记的彭渝当即要求市政

府尽快认真研究并落实市人大常

委会的审议意见" 时任市长朱天

开也立即主持召开会议进行专题

研究% 随后" 广元市政府对原制

定的 -关于加快广元市经济开发

区建设发展的决定. 某些具体条

文作了修订完善" 进一步理顺了

当地城建部门与开发区建设部门

的关系%

广元市政府办理审议意见的

积极态度和有效做法" 得了该市

人大常委会的肯定 %

#$$)

年
##

月
$

日" 广元市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
"&

次会议听取了副市长李文

元作的关于办理市人大常委会
"#

次会议审议意见的情况汇报% 经

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认真审议 "

最终以
&%

票赞成'

"

票反对'

!

票弃权" 通过了上次常委会会议

未通过的 -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

贯彻落实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

例0 的情况汇报.%

#作者单位 ! 四川省广元市

人大常委会$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

+,

号
朱春城!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兴'叶国基诉被告朱春城'刘

瑞玲民间借贷纠纷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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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
书,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在龙岗区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李中 !本院定于
"%#(

年
4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五审
判庭公开审理)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4$

号一案%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诉被告李中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王晓平'单国卫!本院受理陈龙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都执恢字第
%%%&(

号
执行裁定书及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你所有的车牌号 !苏
56")$(

&解放牌牵引车'车牌号为!苏
56&&"

挂&半挂车各一
辆作出的大金鉴证

7"%#(8

第
%!%"

号汽车鉴定评估报告书"评
估价,车牌号!苏

56")$(

&解放牌牵引车
444%%

元"车牌号!苏
56&&"

挂&半挂车
!*"%%

元%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
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本院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戴先宏!本院受理马锐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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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施鸿兵!本院受理葛健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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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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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叶林'叶庆伍'霍山县华庆铸业有限公司'霍山县衡鑫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霍山嘉利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霍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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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张俊领!本院受理吴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浮桥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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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段林江!本院受理闫容容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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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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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

贺金敏!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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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

*瓮民
商初字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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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范传石'范传芳!本院受理范明光诉你们赡养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曾祥庆'覃文贵'覃民洪!本院受理徐海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荔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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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霍保亮'王德兰'霍宝存'刘汉芹'姜良海'王茂群!本院受理山

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费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马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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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罗树明'王启花'罗士全'罗士府'罗树翔!本院受理山东费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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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戚庆锋'李学春'戚国锋'赵自明'刘家金!本院受理山东费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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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庄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齐现彭'刘进爱'陆庆山'齐现有'齐敬理!本院受理山东费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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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庄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王彦永'王延安'张俊超'鲍玉民!本院受理山东费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费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马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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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姚付堂'王金法'姚运福!本院受理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费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马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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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翟宏雷'阚姗姗'谭广忠'周军'翟守学!本院受理山东费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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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庄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魏红军!本院受理张玉峰诉魏红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张玉峰申请执行)

"%#!

*喀民初字第
#4%4

号民事调解书"本院依法
做出)

"%#!

*执字
##)#

民事裁定书%并由本院依法委托赤峰正合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赤正合评字

"%#(

第
"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现本院对上述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
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本院
"%#(

年
!

月
#4

日刊登的叶桂凤公告"内容中应添加!因
你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特此补正%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张问保!本院受理李忠秀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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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红土坡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

张问保!本院受理李秀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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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红土坡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

郑贤发!本院受理程开珍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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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在本院红土坡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

桐梓县贵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代表人唐学兵&!本院受理俞
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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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何光强!本院受理王明雨诉你及赵宇'何光红'第三人桐梓县

娄山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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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北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李秀丽!本院受理马金龙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公告向

送达
;"%#!<

喀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离婚2婚生
女孩马佳乐"婚生男孩马嘉昊由马金龙抚养"李秀丽自

"%#(

年
#

月
#

日起按每人每月
&%%

元标准给付抚养费"至他们满十八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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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任年涛!本院受理杨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平商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王凤楼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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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

董有伍'吴红梅!本院受理李善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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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
凤楼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

郑金生!本院受理沈志雄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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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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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董光太!本院受理佟令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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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要求你
归还借款

"(%%%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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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韩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
沂水昊特热能科技有限公司'魏法清!原告沂水中银富登村

镇银行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上诉期间为送达
之日起

#(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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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林瑞生'黄燕玲'陈燕海!本院受理陈建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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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

)

万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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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庆华!本院受理刘庆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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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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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俊杰!本院受理王钧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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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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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芝山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海堤!本院受理杨进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同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新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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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李久田'李家云!本院受理洪武集团凤阳县平安运输有限公
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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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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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笫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总铺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李广红!本院受理刘小平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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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天

#%

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女店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万利霞!本院受理赵红洋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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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天

#%

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女店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田喜亮!本院受理朱付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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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
#%

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女店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付忠辉!本院受理薛祖连'耿秀宏'薛业全申请执行你婚约财
产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霍民执字第
%%%#%>#

号执
行裁定书)扣划保险金*%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送达后立
即执行%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郑金坡!本院受理许俊美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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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在本院张桥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罗贞纯!本院受理仝清清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平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明港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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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赵克民!本院受理刘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川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沙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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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周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蒋小荣! 本院受理唐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日内到本院黄沙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刘军!本院受理谢洪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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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
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在本院民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吴烽!本院受理徐洋与你离婚一案"原告请求依法判决原'被
告离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

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

*%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4

月
"%

日
$

时在本院小赵庄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赵洛军'洛阳市蒙壮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玉霞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审判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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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并分别定于答
辩'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勤'栾川凯悦龙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王凯!本院受理朱香
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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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分别
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赵帅兵'赵社战'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国华诉

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苏全生'单和平!本院受理张志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日起经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和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张伟'张涛!原告张莉莉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判
令你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营养费'

交通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

元"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本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均未能顺利送达相关文书"现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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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八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永富!本院已经受理张柏兴诉你劳务报酬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

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新华'常起群!本院受理张爱仙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西执字第
*)4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

(

日内履行)

"%#%

*西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及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我院查封被执行
人名下财产"定于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第七日)节假日顺延*

$

时到本院
立案庭司法鉴定办公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将视为放弃选择
权%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德秀申请宣告冯连太死亡一案"经查"冯连太"男"

#$!*

年
4

月
"

日 生 " 四 川 省 广 汉 市 人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4%"#"(@

"原住四川省广汉市和兴镇华严村
$

组"于
"%##

年
&

月
#)

日从家中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已超过
!

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冯连太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

#

年"期间届满本院依法判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刘延志!本院受理崔立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冠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
院东古城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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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许磊于

"%#(

年
!

月
"&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 身份证号码
&*"#%##$4"%&&%%%#!

"特此声明% 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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