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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严三实”须强化三种意识
!

陈永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

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

要实%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 !三严三

实"是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党员干部

的为政之道%修身之本%成事之要$践行

好!三严三实"#关键要强化三种意识$

强化党员意识$党员意识就是战争

年代的那一声!跟我上"#是和平年代的

那一句!让我来"$始终要用党员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

下#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交给的任务%作出

的决定#不容打折落实#不容讨价还价#

不允许搞变通%搞软对抗'不允许搞非

组织活动#不允许阳奉阴违%各行其是'

党员干部重大事项必须向组织请示报

告#不得欺骗组织$

强化底线意识 $ 坚守三条底线 &

一是坚守政治底线# 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 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

脑# 坚决抵制损害党的利益行为 # 始

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 二是

坚守纪律底线# 带头遵守纪律 # 包括

政治纪律 % 组织纪律 # 以大局出发 #

不计小集体和个人利益' 三是坚守做

人底线# 以身作则# 以德服人# 要求

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别人

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强化担当意识 $ 自觉做到 & 面对

目标# 敢于碰硬# 担当起该担当的责

任' 面对机遇# 始终站在发展的最前

沿% 改革的最前线# 把责任扛在肩上#

奋力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面对困难#

不屈不挠# 把精力用到查根源% 谋对

策% 做实事上' 在矛盾问题面前要迎

难而上# 做一名有责任% 敢担当 # 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人 情
!

寒霜 瑞奇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抓作风

建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

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事"

人情味与 #人情风 $ 不同 !

前者是爱心! 是一种真诚的关怀!

如寒风凛冽中的一件棉衣! 简单

又温暖% 后者是庸俗的 #礼尚往

来$! 是人际相处中的一种弊病!

客套背后是私欲和利益&

真挚的 #人情味$ 就如同太

阳一般! 能够温暖天地万物& 我

们不能拿着 #人情$ 当外衣! 让

利益腐蚀感情! 让感情放开原则&

因此! 我们必须澄清讲 #人情味$

与搞 #人情风$ 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思想上坚决摒弃 #人情风 $!

从党员干部形象上正风气! 敢于

守住原则! 让 #人情风$ 在社会

上没有市场&

丹 心
!

杨金坤

苏东坡在担任徐州知府时!以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

法严明著称!受到当地百姓的称道

和传颂" 苏东坡五十寿辰之日!有

一个自称叫赵钱孙李的送来一盆

月季花!并赋诗一首(#花开花落无

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但愿大人

常康健!勤为百姓除赃官&$苏东坡

知是百姓心意! 亲自收下月季花!

笑着咏诗道(#赵钱孙李张王陈!好

花一盆黎民情& 一日三餐抚心问!

丹心要学月月红&$

如今!我们党员干部如果也有

一颗#丹心$!清廉为官!心里装着

百姓'思想上尊重百姓'感情上贴

近百姓!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那么百姓就会拥护你'支

持你'牢记你&

诱 惑
!

任瑞红

有一则寓言故事(老魔鬼看到

人间太美好! 就派小魔鬼去捣乱&

小魔鬼看到农夫虽然整日劳作辛

苦!但却平淡快乐!就开始使坏&

起初! 小魔鬼将土地变得更

硬!本以为农夫会沮丧!可没想到!

农夫更辛勤地劳作&接着!小魔鬼

偷走了农夫带的食物!本以为农夫

会生气! 可没想到农夫宽慰自己!

一定是更贫穷的人吃了食物&于是

小魔鬼改变了战术!他去和农夫做

朋友!帮助农夫轻易地获得了好收

成!赚了许多钱&慢慢的!农夫变得

贪婪'懒惰'吝啬!不再是从前那个

勤劳'善良的农夫了&

小魔鬼的方法很简单!让农夫

轻易获得!因诱惑变得贪婪!最终

让农夫忘记了做人的初心&

欲望像锁链
!

张 雨

一位修道者!准备到一座无

人居住的深山中隐居修行!他只

带了一身衣服!就一个人到山中

居住了& 他想到该换洗衣服时!

需要另外一身衣物替换!于是就

到山下的村庄中!向村民乞讨一

块布当作衣服&村民们看其是个

虔诚的修道者! 就给了他一块

布!当作替换的衣服&

这位修道者回到山里! 发觉

在他居住的茅屋里有一只老鼠!

常常咬坏他的物品& 他作为修道

者!不可杀生!只好向村民要一只

猫来饲养& 山上一直没有其他养

命之物! 他又向村民要了一头奶

牛!这样猫就可以靠牛奶为生&

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

间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费很多

时间为奶牛准备草料' 饮水!于

是他又从村中找到一个可怜的

流浪汉)*

这个故事就这样继续进行

下去! 结果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到后来!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上去

了&

欲望就像是一条锁链!一环

连着一环! 永远都不能满足&如

果一个人把握不住自己!就会受

到欲望的驱使!就会成为欲望的

奴隶! 最终的结局是被欲望吞

没&

百姓心里有杆秤
!

桂孝树

被清代康熙皇帝称为 +天下

第一廉吏$的兵部尚书于成龙!一

生清廉!勤政为民&他因自身无欲

无私!清正廉洁!所以治官治政就

有底气'硬气&每到一地为官!总

是出檄文' 查贿赂! 严惩贪官污

吏!被百姓呼为+于青天$&

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三年之

后病逝于南京署中!仅有的遗物

是一个破箱和瓦缸!瓦缸中粗米

数斛! 破箱内只有一套官服'官

靴&前来悼念的官员无不失声痛

哭!就连+平时心惮成龙者!俱感

动流涕$&

礼部尚书张伯行被康熙皇

帝誉为 +天下清官第一$! 他历

官二十余年! 以清廉刚直著称&

+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 二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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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伯行一生奉

行的座右铭&

清代刑部尚书金光悌!因主

审和 贪污大案而名扬天下!他

主持清廷六部之一的刑部二十

年!执法公正!廉洁无私&其一生

为官'治狱'断案充满传奇色彩!

与宋代开封府 +包龙图$ 的经

历相似 ! 故当时有 +清包公 $

之誉 & 他在任江西巡抚时 +连

劾五十余官$! 并以冷面刚直!

敢于直谏闻名&

+政声人去后 ! 民意闲谈

中$&好与否!百姓心里有杆秤!

三位清官的为官之道' 为政之

风'为人之德!当为我们后人学

习的榜样&

把自己放到最低处
!

刘改徐

北宋时期! 青州有个叫王沂

公的青年!勤奋好学!后来中了头

名状元&随后!他回家省亲!青州

知州李继昌听说王沂公要回乡

了! 连忙组织了当地父老乡亲和

鼓乐队前往近郊迎接& 在王沂公

应该到达的那天! 这些人一早就

来到郊外! 只等王沂公一出现就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是!左等

右等!就是不见王沂公出现&

原来!王沂公是个特别低调

的人!他这次回乡!是骑着马回

来的& 但当他临近城郊的时候!

便派人打探! 打探的人告诉他(

+官府组织了父老乡亲和乐队在

城外恭候您呢,$王沂公听罢!忙

命人找来一头毛驴!他骑上了毛

驴!吩咐几名随从牵着马过一会

儿再进城&

到了下午!门卫通报说有一

个书生前来求见知州大人!书生

进来后介绍说自己是王沂公&李

继昌大吃一惊(+我已派人去迎

接!可您怎么就屈驾前来了呢-$

王沂公笑着说(+我侥幸中第!怎

敢烦劳郡守父老相迎!这是加重

了我的过错了啊,$ 孙继昌听罢

感慨地说(+您才称得上是真状

元啊,$

有的人在外面混得发达了!

就想在家乡父老面前风光一番!

在回乡时!就兴师动众'大讲排

场!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王

沂公却恰恰相反!他是状元出身

并在朝廷做官!能时时摆正自己

的位置! 把自己放到了最低处!

表现出了难得的为人风范&

谭震林：官不能越当越懒
!

徐伯黎

谭震林曾参与创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抗战爆发后!任新

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 开辟

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

时期!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获

得
"

战
"

捷的重大胜利& 新中

国成立后! 谭震林任华东军区

暨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华

东局第三书记' 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

#$%$

年任国务院副

总理!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谭震林一生敢说敢做 !他

讲话作报告!有着浓厚的+谭氏

风味$&一次!时任副总理的谭

震林在基层考察! 参加一场报

告会& 台上! 一位干部正襟危

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

下!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打瞌

睡&见此现状!谭震林问道(+你

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

吐吐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

是你发言啊! 还是别人发言-$

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 大声

说道(+官不能越当越懒! 讲十

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

不脱离实际才怪, 今后你们要

是再让别人写稿子! 就是不称

职,$

建国初期! 谭震林担任浙

江省委书记' 省人民政府主席

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 分别

&'

多年的几个兄弟先后与谭

震林联络上了&老四谭云!解放

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

#'

余年!

#$($

年杭州解放时他

随部队起义& 谭震林根据党的

政策! 安排他到一家工厂当工

人&弟弟不同意!要求到公安部

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

+你不能搞特殊!按规定当干部

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

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

被答应! 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

的同志大吵了一场& 军管会的

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 谭震

林拍案而起(+你们给我把他关

起来,$后来!谭云向兄长承认

了错误&不久!军管会按照谭震

林的要求! 把弟弟安排在某工

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

年
(

月
&#

日!时任中

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亲

率工作组! 到故乡湖南省攸县

的上云桥乡蹲点 & 谭震林在

#$)'

年秋率部攻占攸县县城离

开后!一直没回过家乡&当他到

县城以后! 县委领导决定将他

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

招待所里!指派专人为他服务!

并另开了+小灶$&谭震林知道

后说 (+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

员!不是钦差大臣!怎么能作这

样的安排-这样搞!势必会脱离

群众&$他认为自己回家乡蹲点

不是+衣锦还乡$!决不能搞这

样的+特殊接待$&

翌日早饭后! 他就带了工

作组全班人马! 一道搬进县委

大院!住进普通宿舍!在机关大

食堂吃饭&事后!在攸县县委会

议上! 谭震林还专门讲了干部

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 & 他说 (

+领导干部!特别是搞合作社的

这些领导干部! 要懂得我们是

为群众谋福利的& 我们不是老

板!而是当经理&你一个合作社

的社长! 不是这个合作社的老

板!社员不是你的雇农&合作社

的老板是谁呢-是社员!你只是

为社员谋福利的经理&$

#$*#

年春! 谭震林家来了

几位客人& 客人走时对谭震林

说(+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

首长! 只是带了一桶油' 一袋

米! 这是我们老区人民的一点

心意&$

谭震林听后问(+这是你们

掏腰包买的 -$ 客人连忙解释

说(+这是我们老区人民的一点

心意&$ 谭震林生气地说 (+同

志!你们这可不是好习惯!这点

心意是老区人民的血汗哪 ,拿

公家的东西送礼! 我看这就是

慷国家之慨,$

三年困难时期! 谭震林听

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

照顾! 他马上给湖南省攸县县

委的领导写信强调说(+有人利

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 !批

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你们必须立即制止, 不管他是

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

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

行! 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

东西给任何人& 这件事情请你

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

布! 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

布! 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

们的要求&$

#$+&

年!谭震林
+'

寿辰之

时! 弟弟谭德尘特地赶往北京

看望& 他发现哥哥和嫂子的身

体一天不如一天! 儿女又都不

能在身边照顾!便主动提出!让

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

服侍!谭震林当场应了下来&第

二天一大早! 谭震林突然改变

了主意!他对弟弟说(+七弟!昨

天我们那个想法我看还是不

行!我们就算要人服侍!应该由

组织上安排! 我们不能自己安

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

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孙女通过这

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

廉政海报选登

谭震林.左一/陪同毛泽东.中/%陈毅.右/视察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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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罗法立民催字第
*+

号
申请人深圳市罗湖区炜达盛建材商行 $经营者为陈美

英%!因遗失支票一张$号码为
#'%'$%)''"#)*$')

!金额为人
民币

#'','''

元! 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东乐支行!付款人为深圳市罗湖区炜达盛建材商行!收款人为
献县粤通建材租赁站!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
钱学军$宋涛$裘莉莉#本院受理原告陈奇锋诉被告钱学

军"宋涛"裘莉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
法与你联系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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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须知"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
-

判决)一"被告
钱学军" 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奇锋偿
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

元及利息 $利息以人民币
#''''''

元为基数!从
&'#(

年
$

月
(

日起按每月利率
#.&/

计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被告钱学军"宋涛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奇锋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

元*三"被告钱学军"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陈奇锋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

元*四"被告裘莉莉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裘莉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钱学军"宋涛追偿*六"驳回原告陈奇锋的其他诉讼
请求

0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刘金$张昌瑛#本院定于二
'

一五年九月九日九时三十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原告深圳源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诉被告刘金"张昌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

%深龙法民
二初字第

%)+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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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何小英$谢文珍#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在第十庭公开审理$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一案(原
告深圳龙岗国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何小英" 谢文
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合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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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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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龙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第五庭公开审理 $

&'#%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一案(原告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东
方龙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告知合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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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和
)'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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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桥$赵久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

行桐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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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于秀芬#本院受理高满堂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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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

年
$

月
"

日
+1)'

在本院齐庄法庭$肃宁县人民法院四楼%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李卫军#本院受理万荣香"赵兰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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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送达后第
)

日卫辉市人
民法院技术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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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赵红军#本院受理商书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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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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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芜湖鑫烨钢铁燃料有限公司$王小陵$杭爱萍$周涛$刘云红$

夏和平$周鑫#本院受理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九华山路支
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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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加华# 本院受理程正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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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汪国#本院受理林苏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送达$

&'#%

%鄂曾都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

日内来本院北郊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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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王宇#本院受理李鹏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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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

&'#%

%鄂曾都民
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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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北郊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徐斌$耿粉干#本院受理唐春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日起

*'

日内来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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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耿粉干#本院受理李霖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日起

*'

日内来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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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兆井#本院受理韩桂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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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银秀#本院受理凌春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都潘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

*'

日内来本院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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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双龙#本院受理田娟娟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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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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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马家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审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盛芳申请宣告韩启权死亡一案!经查!韩启权!男!

生于
#$&"

年
&

月
"

日! 住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街道办事处联盟
巷!

&'##

年
%

月
&&

日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韩启权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一年!期间届满!本院依法裁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李建国#本院受理武朝阳诉你"方光圣"杨太山"方学斌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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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马家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审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叶红琴#本院受理牟心舰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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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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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马家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审判( 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王繁超#本院受理王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以
&'#(

年
+

月
)

日你方向其借款
)''''

元为由! 要求你方偿还借款本金
)''''

元!并以
)

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
%."%/

的
四倍给付自

&'#%

年
(

月
+

日起到你方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

%当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点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王曙光#本院受理崔亚宁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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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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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李桂霞#本院受理张建军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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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孙林斌$宋英#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尚

义县支行申请执行你$

&'#)

%尚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尚执字第
($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

&'#%

% 尚执字第
($

号裁定书*$

&'#%

% 尚执字第
($2#

号裁定
书!并通知你到本院办理评估"拍卖事宜$参与摇号确定评估机构%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河北省尚义县人民法院

李建平#本院受理郭建明"郭启雷申请执行你$

&'#)

%张民终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尚执字第
()2(

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本院依法以
(''''

元价格变卖你所有的车牌号为冀
3"#"&)

"冀
33+%'

挂重型半挂
车( 河北省尚义县人民法院

盐城众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曹宏图$张晓兰$戴乔民$邹其
龙$顾彦成$俞士清#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市分行与你们借款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

&'#(

%都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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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景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王文才$孙芹$王鑫$盐城好味
王槟榔有限公司$王玉$熊红兰#本院受理盐城市宁信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

%都商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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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瓯幕群#本院受理沈德勇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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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斌#本院受理胡文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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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月清#本院受理董景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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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日
#(1)'

在本院三魁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雷显亮#本院受理顾莉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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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周建伟#本院受理宋欣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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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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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
胡永跟$缪丽花#本院受理杨龙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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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王天良$高花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旭日支行诉

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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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方凤琴#本院受理吴国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浮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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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黄廷秀#本院受理王永文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案件监督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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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板街村民委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华安香满益茶叶有限公司$陈德淮$邹艺玲#本院受理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市分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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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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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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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一衣杂#本院受理王瑞锋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范围表"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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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柴登法庭$准旗十二连
城乡%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王二东#本院受理李梅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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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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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孙怀霞$张 源$危自儒$张红雨$徐明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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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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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生效(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杨海丰$张海红$周军锋$韩国强$谢振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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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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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生效(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任翠环#本院受理张凤玉诉你离婚一案!原告要求与你离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
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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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
判(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黄秀美#本院受理富正福诉你离婚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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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照旺庄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肖毅#本院已受理兰宣维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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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令狐昌海$李德良$令狐锴锴$谭定琴$梁小海$代顺利$梁焱兵$周

勤$张刚#本院受理曹小红诉你等人生命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桐法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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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生效(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程金玉#本院受理庞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和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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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小牛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纪欣蓉#本院受理高红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案号为$

&'#%

%潭
民初字第

#)""

号( 诉请要求被告偿还到期借款
#'*%(*

元及利息
$$'"*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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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满
)

日后
+1)'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刘梅#本院受理曹万举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适用程序及审判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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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阿弓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张春艳#本院受理陶应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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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

时在本院黑石头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杨晓军)本院受理徐凤芹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依法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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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

时
4

节假日顺延
5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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