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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接见全军政工会议代表%

预防靠大家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推荐

横 比
)

高岩岩

成功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

我要超越他人"成为第一"属于横

比#另一种是不断超越自我"自我

提高"属于纵比$现实生活中"横比

可以找出差距"取长补短"但如果

不能把握横比的度"可能会带来很

多危害$

横比过度会坠入%贪&的泥淖$

最近网上公开了一名贪腐官员忏

悔录!感觉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比别

人差" 但看着与自己资历一样的

人"一个个走上重要岗位"心理总

感到失衡$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

政治目标完全落空"人生的路越来

越窄"就想用金钱补偿"最终走上

贪腐的道路$

把握横比的度" 找出差距并不

断超越自我"才是实现自我的正道$

井 水
)

吴敏

明朝皇帝朱元璋曾对手下官

员说"老老实实地当官"守着朝廷

发给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

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

汲取"用之不尽"面对种种诱惑"要

保持头脑清醒"懂得%知足&$

知足是一种美德"一个乐于知

足的人" 不会去和别人攀比享受"

追求奢华$ 知足还是一种自律"一

个恪守知足的人"不会笑纳不义之

财$知足又是一种警戒"一个以知

足为本的人" 不会萌生非分的邪

念"而能坚持洁身自爱"自觉保持

起一个%知足常乐&的平常心$

愿党员干部面对诱惑"都能够

达观以对"淡泊以处"保持%知足&

的心态"不让%浑水&污染自己清澈

甘甜的%井水&$

染 指
)

杨青

春秋时期"郑灵公得到一只很

大的甲鱼"于是召集群臣在大殿上

品尝美味" 唯独没有赐给公子宋$

看到郑灵公和其他大臣吃得津津

有味"公子宋窘迫不堪"最后他站

起来走到殿中央盛甲鱼的大鼎前"

伸出手指往里蘸了一下"放在嘴里

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走出了

大殿$灵公大怒"由此酿成了一场

内乱$

这就是%染指&的由来"后比喻

插手某事" 分取不应得到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守不住

初心'管不住手指"贪得无厌"面对

利益" 不管合不合法都想分一杯

羹" 由此走上了歧途歪路$ 当今"

%染指& 典故对于为官者来说仍有

深刻的警示意义$

做明白人开路人贴心人带头人
!

陈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广

大县委书记要做政治的明白人"

发展的开路人" 群众的贴心人"

班子的带头人$这一要求同样也

是我们所有党员领导干部的基

本遵循$

政治上要头脑清醒$人一旦

走错了道" 是一定会摔跟头的$

党员领导干部务必深读细研马

克思主义著作"尤其要学通弄透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融

入自己骨髓"才能经得起风吹雨

打"经得起电闪雷鸣"一颗红心

永远向着党$

发展中要有所作为$党员领

导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促发展"

引导群众谋福祉" 只要在位一

天"思想就不能松弦"学习就不

能懈怠"工作就不能撂手$坚决

跟党走"绝对不应该只是个空洞

的口号"而应该是一个个实实在

在的行动$

与群众要心贴着心$不但要

走近群众身边"而且要走进群众

心里$只要真正把群众看作%一个

锅里搅勺把&的家人"用心体察民

情#群众伤心我们难过"群众高兴

我们愉快"群众是一定会支持和

拥护我们的$有了群众这面坚强

的后盾"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做事

的底气就会更足"力量就会更大$

作风上要以上率下$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所谓%其身正"不

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员领

导干部要发挥好火车头作用"弘

扬严的精神和实的品格"清白做

人"干净干事"廉洁为官$在追梦

的征程中" 拉着一列列车厢飞

跑$真正树起旗帜"立起标杆"更

好地推进当今中国快步向前$

做好%明白人'开路人'贴心

人'带头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

的人生必然会更光彩"我们党的

事业也一定会更灿烂$

人能制欲品自高
!

陈 慰

清代作家颐琐在小说(黄绣

球) 中写道!%衙门口人欲壑难

填"也不好太懦弱了$他们得着

口胃"就咽不满的馋涎了$&也许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明末皇室郑

恭王之子朱载 育拒绝承袭爵位"

因为他很明白"贪婪的欲望会让

人时时得到"最终又会让人一无

所有$

童话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中的老太婆" 从要小木盆到要

房子" 再到要宫殿" 最后竟要

做女王" 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

己的脚 $ 人生的快乐和悲伤 "

都是因为欲望$ 为了实现快乐

的欲望" 世界上多了许多希望"

也增添了许多的诱惑$ 然而让

人快乐的是希望" 让人痛苦的

则是诱惑$ 许多贪官面对大把

的钞票' 华丽的别墅' 媚骨生

香的情人时" 没有抵御住诱惑$

但在他们得到了这些的同时 "

也得到了痛苦" 整日提心吊胆'

遮遮掩掩" 说不定哪天就被揪

了出来$

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人若

没有私欲"经得住诱惑"做到淡

泊守志" 品格自然就高峻洁清'

不染尘泥$可见"人能制欲品自

高"只有清心寡欲"才能经受住

岁月的冲洗$

言传身教防变质
!

唐宝民

据(因话录)一书记载!唐代

有个叫刘玄佐的人"曾经官至宰

相$ 在他已经当上了宰相之后"

他母亲依然每月坚持织绢一匹$

有人曾问她!%您的儿子贵为宰

相"还用得着您每月织的这匹绢

吗*& 她回答说!%我这是在提醒

他不要忘本$&有一回"她看见一

个县令从台阶下跑过去"心里很

不安$回到家后"她对刘玄佐说!

%我今天看到那个县官向你报告

时那样谦卑'恭敬"心中产生了

一种恐惧感$想起你父亲在当县

令时" 常常因为害怕长官而出

汗"现在你又如此对待手下的县

令"心里怎么能安稳呢*&母亲的

教诲" 深深影响到刘玄佐做人'

做官的品格$

(五总志) 中记载了宋太祖

赵匡胤重视家教的故事!长公主

曾经身穿装饰着翠色羽毛的衣

服进入皇宫" 太祖赵匡胤看到

了"就对她说!%今后不要再穿这

样的衣服了$& 长公主笑着说!

%这能用多少翠鸟羽毛*&太祖回

答说!%倒是用不了多少羽毛"只

怕宫中的女眷和他们的亲戚朋

友们都竞相仿效穿这样的衣服"

一些小人受利欲驱使"会愈来愈

多地掠取漂亮的羽毛啊"这就是

由你导致的了$& 长公主以后再

也没有穿过翠色羽毛做的衣服$

中国是一个有着家教传统

的国度
*

无论是刘母的言传身教
*

还是赵匡胤的防微杜渐"都很具

有典型意义$ 反思古代的家教'

了解古人教子的经验与教训"或

许能使我们在今天的家教中得

到一些有益借鉴$

人生最险得意时
!

袁浩

中国熟语中有 %六六大顺&

%一帆风顺&%诸事顺意&等"这说

明人们都希望时时顺利'春风得

意$然而"顺境并非意味着成功$

身处顺境" 有人能抓住机遇"大

有作为#也有人得意忘形"%大意

失荆州&$

在古代战场上 " 有淝水之

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几个

强败于弱的典型战例$强者之所

以战败"大都与因胜券在握而麻

痹大意'举措失当有关$在政治

舞台上" 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自

成$ 李自成的起义军进驻北京

后"在胜利面前不能保持清醒头

脑 "骄傲自满 "贪图享乐 "结果

%大顺&不顺"功败垂成$在今天"

一些党员干部在创业初期"曾做

出一定的贡献"但在拥有诸多荣

誉光环后" 却把握不住自己"迷

失了方向"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

道路$

人生最险得意时$在艰难困

苦的岁月里" 人们能努力拼搏"

披荆斩棘" 无须扬鞭自奋蹄$可

一旦人生的列车驶入坦途"万事

顺达'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容易

忘乎所以"导致%阴沟里翻船&"

甚至一败涂地$

因此"得意之时我们更要看

到潜在的危险"要时刻保持%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姿态"以强

烈的忧患意识拼搏进取"励志有

为#要经常审视自我'扪心自问#

要时刻谨记%谦受益"满招损&"

切不可因一时得意而疏忽懈怠"

更不可痴迷安逸而不思进取$

作品以
$+

小人为主要元素!并用套图的形式突出展现职务&犯罪&预防三个主题!即'职务是国家给的!犯罪是自己惹的!预防

是靠大家做的%画面简洁&抽象&鲜明!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流传!宣传效果好%

)

凡夫"

肖华：我是一名普通党员
!

徐伯黎

肖华是
,&

岁参加革命的

%红小鬼&"

,-

岁时率领少共国

际师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二

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

后" 他领导创建了冀鲁边抗日

根据地"南征北战"功勋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兰州军

区政治委员' 中共甘肃省委书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肖华为新

中国的建立' 建设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

年" 肖华回到阔别了

%/

多年的故乡江西省兴国县$

此行肖华只许警卫员吴小宗跟

随"轻车简从$他不顾长途颠簸

疲劳" 到兴国中学给全体师生

作报告" 还带了一大箱书送给

学校$临行前"肖华对时任县长

李贻树说!%我的父母亲和弟弟

都为革命牺牲了" 只有一个亲

妹妹不知死活"据我婶婶讲"红

军长征后"我母亲上山打游击"

将我
0

岁的妹妹抱给别人家做

童养媳" 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

找*&李县长闻言后 "派人四处

寻找打听" 最终找到当农民的

亲妹妹萧金洪$ 肖华流着眼泪

对妹妹说!%在家当农民好"种

好田"多打粮食"为社会主义作

贡献"以后有什么困难写信来"

我会尽量帮你们解决$ 你们不

要麻烦政府" 看病的问题我来

解决$&

,"1,

年
$

月" 肖华第二次

踏上了故乡的红土地$ 当时正

值国家%三年困难&期"肖华不

准当地县招待所为他做%三牲&

荤菜"交代厨师只准做南瓜'芋

头菜"吃番薯青菜$大师傅于心

不忍"偷偷加炒了鸡蛋和河虾$

席间"他只动了几下筷子"就端

给大家吃了$ 他还在下榻处附

近"找到当地群众"调查农村口

粮与浮肿病人的情况" 告诉当

地党政领导" 要发动群众多种

南瓜"以度粮荒"要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

出发"%一定不能饿出病&"%绝

对不能饿死人&$他还掏出粮票

和钱"接济困难亲友"并叮嘱堂

妹' 堂弟不要打他的牌子向国

家要照顾"向政府伸手"要自力

更生渡过难关$

,"''

年
-

月" 肖华担任兰

州军区政治委员" 他对党小组

长'司令部参谋周木森说!%今后

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在

党小组我归你领导+&有一次"周

木森得知肖华晚上没安排别的

事"就通知他晚上七点半过组织

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

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肖华

商量工作" 就急忙打电话通知

肖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

肖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

一名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

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

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

党小组会准时召开"肖华发言后

向周木森请了假"才去和省委同

志商谈工作$

刘衍林是肖华的外甥 "

,"-/

年春节过后" 刘衍林和母

亲带着几袋红薯干和鱼干赶到

兰州军区看望肖华$ 一次饭后

散步" 刘衍林向舅舅表达了想

留下工作的想法"但此言一出"

肖华的脸色就一下子阴沉下

来$此后"刘衍林不敢再提出任

何要求" 继续在家乡做一个普

通的农民$刘衍林回忆"舅舅曾

在多个场合对他说" 留在家里

种田并没有什么不好" 反而比

干其他工作自由舒适"%想吃什

么都可以自己种&$ 刘衍林说"

舅舅身居高位" 自始至终都保

持朴素的作风" 包括他的子女

和亲属" 都没有得到所谓的特

殊照顾$

,"-$

年
1

月" 肖华当选为

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其

间" 他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

究$ 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

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 我国现

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

很不合理$ 有些单位技术力量

密集"有些单位则缺乏"而且由

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 形成了

技术力量积压' 技术与生产脱

节的不合理状况$他认为"要开

发技术资源" 必须开辟技术市

场"使技术带有商品特征"变成

有交换价值的东西$ 在党的十

二届三中全会上" 他把自己的

想法整理成一封五千多字的信

交给中央" 受到党中央相关领

导同志的称赞$

,"-.

年
-

月
,%

日"肖华在

弥留之际仍对身边的人喃喃地

说!%这么多年" 是党把我培养

大的" 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

太少'太少了,,&

#

$*%+

"深福法执字第
"*,-

号
林晓晖!关于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与你及王瑛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查封了你名下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园景花园

,

栋商铺
,/$

"龙岗中心城
,0

号
地块和兴花园三期

%

栋商铺
,/"

和被执行人王瑛名下位于龙
岗区中心城中海康城花园

2

区
,3$

栋 $康悦阁%

%"+

三套房
产! 并委托深圳市国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现价
值进行评估 ! 该评估机构作出的深国政评字第

4&/,.5

/&/1//,6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显示(在评估日$

%/,.

年
%

月
0

日%! 深圳市龙岗区园景花园
,

栋商铺
,/$

号现价值
$%1-'0/

元! 龙岗中心城
,0

号地块和兴花园三期
%

栋商铺
,/"

现价值
,"$%%'/

元!龙岗区中心城中海康城花园
2

区
,3

$

栋$康悦阁%

%"+

现价值
,0.-../

元)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经过

1/

日即视为送达)你若对该评估结
果有异议!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提出视为同意该评估结果)届时!本院将作出$

%/,0

%深福法执
字第

./$"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房产!并将拍卖标的
物委托给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进行拍卖) 你可以向本院
了解有关拍卖事宜! 若你在拍卖成交前向申请执行人清偿本
案债务!即可及时终止拍卖!但因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你承
担)若以此底价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
另行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恒源清视科技有限公司$李文秀!本院定于
%/,.

年
,/

月
,0

日
"

时
$/

分在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

%/,.

%深
龙法民二初字第

,10

号一案) 本院受理的原告深圳市福光昌
隆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恒源清视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秀买卖合同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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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补交%"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程序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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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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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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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深龙法横民初字第
%00#

号
许若突$陈耿智!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横岗西坑股份合作

公司第三分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如下(

,

"请求判令你方支付原告租金
00'///

元*

%

+诉讼费用
由你方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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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和
,.

日内) 并定于
%/,.

年
,/

月
%,

日
,/7$/

在本院横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马德刚$马德永!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
辩期间为送达之日起

,.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送达之日起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沂水县人民法院黄山铺镇法庭第一
审判庭)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马传钦$张京伟$刘志涛!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
达)答辩期间为送达之日起

,.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送达之日起第
$

日十时$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沂水县人民法院黄山铺镇法
庭第一审判庭)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马德刚$马云多!原告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辩
期间为送达之日起

,.

日内) 开庭时间定于送达之日起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沂水县人民法院黄山铺镇法庭第一
审判庭)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刘丹丹!本院受理石月菊诉你身体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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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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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滩镇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姚惠琼! 本院受理宋应波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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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镇龙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刊登的魏登才公告中!被告应为李
泽良"罗开碧)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赵永平!本院受理易健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告知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个案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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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人民法院
桂林白石润东百香果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曾晓涛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8&/,.9

兴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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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刘柱全!本院受理骆平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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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向建韶$林大润!彭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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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个案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易云心!本院受理李俊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鄂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
院甘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伦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郭志忠!本院受理孙艳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鄂民初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
院甘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伦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孙晓忠!本院受理陶凌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

%鄂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
院甘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伦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李元平!本院受理张广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送达$

%/,.

%霍民二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1/

日内来本院河口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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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龙见芬!本院受理刘其俊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霍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离婚%)

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本院河口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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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李娟!本院受理潘东洪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扶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内来
本院韭园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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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聂运方!本院受理穆丽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

%扶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1/

日内来本院韭园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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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赵付阳!本院受理齐留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扶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
内来本院韭园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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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

荣秋坤!本院受理河北恒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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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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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二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喻广文$王健!本院受理李志强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追加被告通知书及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1/

日视为送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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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安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甄刚$佟海瑞$甄仲平$王良!本院受理李志强诉你四人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四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追加被告通知书及合议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安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苏洁天!本院受理尹晓红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要求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
花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罗朝举! 本院受理宋营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向
你公告送达$

%/,.

%禹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
决生效后

:

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级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郭炎浩! 本院受理牛玉娟诉你及李根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
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偿还借款本息

:.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
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本院花石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
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李进昌! 本院受理李中钦诉你及杨晓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
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二人偿还借款本金

,/

万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

(

:/

在本院花石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云南裕昆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湖南湘江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 定于
%/,.

年
,/

月
,1

日
-7:/

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张帆!本院受理梁勇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

日和
:/

日内)定于
%/,.

年
,/

月
-

日
-7:/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张生日$赵敏!本院受理曲阳县国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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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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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张新红!本院受理甄进科诉你与甄铁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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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张凤勋$张宇!本院受理门晓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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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许志楠$郭晓华(本院受理刘恒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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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唐艳桃!本院受理郝术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曲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
内来本院羊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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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刘兵!本院受理陈加元诉你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荆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

%鄂松滋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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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方彩霞!本院受理刘文生诉你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因刘文生
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鄂
松滋民初字第

//:/0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
达)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曾庆华!本院受理曾长更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遂民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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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胡继权$章蕊璇$陈合生$黄山挪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芜湖
华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黄山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安徽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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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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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世德$安徽宇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福江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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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三十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久贵!本院受理孙静茹诉你"黄万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于
%/,.

年
.

月
%1

日依法审理!并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一次性偿还孙静茹借款本金

1/

万元* 并以本金
1/

万元" 月利率
%/!

的标准给付自
%/,0

年
'

月
%"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的利息!黄万保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

.:".

元"

保全费
00%/

元"合计
"-,.

元!由你和黄万保共同负担)依法公告送
达$

%/,.

%当民一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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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王英益!潘登延不服本院作出$

%/,.

%贵民初字第
:1.

号民事
判决书!现已提出上诉!现将该案的上诉状副本"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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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利!本院受理方克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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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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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
薛剑波$许郁雯!本院受理洪丽娇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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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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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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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国! 本院受理杨东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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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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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碧华! 本院受理赖爱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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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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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碧华!本院受理卢沉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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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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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小敏$李碧珊(本院受理林棠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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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小敏$李泽斌!本院受理林棠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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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柯丽平$余红$福建环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福建凯迪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亚明与你们及福建环宇建筑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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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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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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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卫峰!本院受理顾上华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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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闵小林$朱员梅$池敬文!本院受理张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变更%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1/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个工作日
-7:/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

莫菲!本院受理段本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莫菲!本院受理王爱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莫菲!本院受理段本秀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1/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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