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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任法官”

在毛金林承办的案件中， 用“心” 往
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一起借贷案件， 被告在外东躲西
藏， 扬言： “我借钱不赖， 无钱还债， 要
命一条。” 毛金林了解到被告的对抗情绪，

没有简单判决。 他走访居委会调查， 找到
了被告母亲家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住址。

他几次到被告母亲住处寻找被告， 并和被
告父母真诚平等地交换意见。 眼看儿子欠
了钱， 法官还如此亲切平和， 被告的父母
十分感动， 他们说“我们信任法官”， 并
表示愿意帮助寻找被告， 劝说他积极参加
诉讼。 在开庭那天， 年近

80

岁的老母领
着被告从宝山乘车近

3

小时赶到长宁法院
参加诉讼， 并拿出借来的钱款表示愿意先
归还一部分。 因为被告方的诚意， 双方当
场达成了调解协议。

在另一起借贷案中， 被告负债累累后
更兼病重卧床不起， 不能来法院应诉。 毛

金林认为简单的缺席审判必然会加剧当事人
之间的矛盾， 而且也会给今后的执行带来困
难。 他好几次主动上门， 向被告和家属解释
法律规定， 释明不积极参加诉讼的后果， 同
时也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倾诉。 在家属主动表
示愿意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应诉后， 为了不影
响被告家属的工作， 毛金林特意安排在星期
日开庭， 当事人对此十分感动。

还有一起案件， 原告提出返还借款
160

万元的主张， 却仅提供一份
130

万元的借
条， 原告对能否胜诉忧心忡忡。 毛金林接手
案件后并没有急着开庭， 而是多次与被告电
话沟通。 出于对毛金林的感激和信任， 被告
主动承认了借款

160

万元的事实。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毛金林时常回忆
起他当年初任法官时的生涩， 那时他为情理
与法理间的艰难选择而苦恼。 他说， 当时有
一位老法官告诉他：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

可你的心是火热的！” 毛金林用这句话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 他说： “就是这句话， 让我
在这些年的办案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去研究冰
冷的法律条文， 更让我去关注法律背后的精
神， 去耐心倾听当事人真正的想法。”

安徽省淮北市烈
山区人民法院组织法
官深入中小学校开展
“送法进校园”活动，通
过给学生上法制课、接
受法律咨询等活动，促
进了学生学法、 知法、

守法、用法，受到了师
生们的欢迎。图为

2

月
28

日该院女法官在烈
山区青谷村学校法制
讲座结束后解答学生
的提问。

郭西凯摄

响水法官十年自办普法网站

本报讯 （记者张宽明）江苏省响水
县人民法院法官李富金十年如一日， 利用
业余时间自办“东方法眼”普法网站，先后
为网民解答

4

万多条法律问题， 化解上千
件基层矛盾。 江苏省多家网站日前介绍了
他的经验。

网友小张在建筑工地工作时从脚手架
上摔下来，鉴定构成七级伤残。他向老板要
求赔偿，老板不同意。小张称如不解决只有
以死相拼。 李富金及时给他提供相关法律
条文和案例， 小张冷静下来后通过诉讼获
得相应赔偿。 小张感叹， 要不是“东方法
眼”，他不一定拿得到钱，还可能走上犯罪
道路。

李富金说：“我是一名基层法官， 一直
工作在基层一线。 在平时工作中经常遇到
老百姓有很多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但是

又往往找不到咨询的方法。 而且我发现很多
的民间纠纷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不了解引起
的。因此，从

2001

年起，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
创办‘东方法眼’网站，通过案例、法律咨询等
形式来宣传法制，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努
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

10

年来，“东方法眼”网站先后推出了
25

个专题，已拥有注册用户
2

万多人，解答群众
涉及婚姻家庭、房产物业、劳动工伤、盗窃等
法律问题

4

万多个， 及时化解了可能引发社
会不安的各类矛盾上千起，约请北京、上海等
地一批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成为网站的
作者群。 广东的一位警察同志专门写信给网
站， 对网站一篇文章帮他解决了工作上的难
题表示感谢。 响水县法院也成为全省第一个
开通网站的基层法院和全省第一家通过网络
审理跨国离婚案件的法院。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九州大厦的徐
州市大学生创业园， 近日被教育部授
予“国家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称
号， 创业基地建设的典型经验被教育
部面向全国推广。 而在一年前， 这里
还是一家破产企业。

2010

年初，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办理天宝电子集团破产案时发
现， 该企业已经不宜通过拍卖、 招标
等方式整体转让资产重组经营。 但该
企业所在的九州大厦近

2

万平方米，

位于市中心黄金地带， 交通便利。 为
使破产企业重新恢复生机， 徐州中院
借助党委政府的产业集聚区建设规
划， 成功将该企业所用的九州大厦清
理完毕并移交政府部门进行重新整改
装修， 吸引民间投资。 去年

9

月
8

日， 经过多方协调， 徐州大学生创业
园正式开园。 目前， 入园的大学生创

业企业有
43

家， 提供大学生就业岗位
229

个。

通过厂房改造等方式吸引民间投
资， 促使原破产企业利用民间资本恢复
生机，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徐州法院
助推经济发展“三重一大”项目，实现振
兴徐州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三重一大” 即重大产业项目、 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 重大城建项目和实事
工程以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
事。

2010

年初， 徐州市委、 市政府作
出“三重一大” 工作部署， 徐州中院第
一时间作出回应， 专门制订下发《全市
法院服务“三重一大” 十条措施》， 并
向全市

50

多家责任单位、

302

项“三
重一大” 项目寄发了《为全市“三重一
大” 项目工程提供法律服务函》， 为各
大项目建设开出了法律服务“菜单”，

列出
12

项司法服务供选择。

为使
12

项服务项目落到实处， 徐
州法院纷纷在“三重一大” 建设项目单
位成立了法律服务工作站， 定期开展现
场指导、 法律咨询等活动， 及时将未进
入诉讼状态的矛盾苗头化解在诉讼之
前。

去年初， 徐州奎山公园敞园改造工
程被列入市委、 市政府“三重一大” 名
单后， 彭祖园管理处遂通知场地内所有
经营单位迁出。 但场地内的十余家经营
单位以要求补偿为由拒不迁出， 还在路
边打出巨幅标语， 严重阻碍了工程施
工。 泉山区法院司法服务站选派调解经
验丰富的法官先后十余次深入各经营单
位开展法律释明工作和调解工作， 十余
家单位均陆续迁出场地。 如今这样的
“三重一大” 建设项目司法服务站在全
市法院已有

10

个， 受到了企业、 政府
的普遍欢迎。

为确保能够“照单上菜”， 提供及
时高效的服务， 徐州法院还普遍建立了
“优秀法官联系重点企业”、 “一村（社
区） 一法官” 联系制度。 目前， 徐州法
院已选派

489

名优秀法官与
83

家重点
企业和

464

家人大代表所在企业建立联
系，

533

名法官与全市
1722

个村庄（社
区
)

建立联系， 两级法院与全市的中心
镇、重点企业、大型社区等

59

个单位确
定了和谐共建关系， 法院依托于人民调
解室、司法所、派出所以及警务室成立的
“法务室” 也已呈网络化覆盖全市， 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发生， 为稳步推进经济发展， 实现振兴
徐州老工业基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徐州法院：贴心“菜单”倾力老工业基地

慈延年杨梅花

舞阳法院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力度大

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开辟抗旱保收“绿色通道”，采取预约立案、

上门调解等措施，及时、快速处理涉农案件，服务农业生产。图为
2

月
28

日，该院法官在雪
后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赶到东郊送达文书，现场调解，最终使这起涉农借款纠纷案件和解
结案。 宋成松摄

本报讯近日， 山东省枣庄
市薛城区人民法院推出了廉政风
险分级管控制度， 结合排查出的
廉政风险点， 科学划定风险等
级， 并制订不同的风险防范措
施， 为连续多年干警无违法违纪
问题奠定了又一坚实基础。

该院根据各项工作的职能
和流程， 全面梳理法院内部各
个环节的分布及运行情况， 确

定了
30

余个廉政风险防控点，

并将廉政风险点划分为三个等
级： 一级表示廉政风险较大，

二级次之， 三级较小。 干部任
免、 重大事项决策等有关廉政
建设的重要事项， 以及裁判文
书的审核是否存在越级签字，

是否严格履行回避制度等被视
为一级风险点。 涉及法律条文
引用、 人事任免决定公示、 业

务能力培训等风险点， 被视为
二、 三级风险点。

薛城法院除加大对风险点
涉及的干警教育力度外， 还制
订了相应的监督措施， 一级风
险由院领导直接管理， 通过严
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廉政谈话
提醒、 不定期回访案件当事人、

明察暗访、 抽查裁判文书等方
式对风险涉及人员进行监督，

二、 三级风险均由纪检监察部
门会同有关庭室负责同志共同
进行监督管理。

（周永恒杜衍庆）

可怜天下孩子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少年庭法官

没想到今年的情人节，

是去监狱见一个孩子。

许勇，

1991

年出生，性
格比我想象的还要沉闷。

2010

年
7

月
21

日， 许勇和
自己的小兄弟杨某一起，对
正在熟睡中的继祖父实施抢
劫， 硬生生地将继祖父手指
上的铜箍戒指抢下来， 然后
夺门而去。

开庭那天， 许勇泪如雨
下的情景让我心里堵得慌。

“我父母在我生出来的
时候就离婚了， 从小我一直
和我奶奶、爷爷一起生活，后
来爷爷死了， 奶奶一个人含
辛茹苦抚养我。 奶奶已快八
十岁了，也没有什么依靠，爸
爸还经常来伸手向奶奶要
钱。 奶奶后来才跟那个后爷
爷在一起。我没有工作，爸爸
把我和奶奶住的房子给卖
了，我不知道住哪里，网吧和
浴室就是我的家。 爸爸妈妈
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 爸爸
不要我，妈妈也不要我……”

一个挺帅气的大男孩，

穿着刺眼的看守所衣服哭着
站在法庭上，我不敢多看他，

生怕眼泪掉出来。 这么多年
案子审下来， 还是怕审孩子
的案子， 因为那些站在被告
人席上的孩子往往就是不幸
家庭的“受害者”。 法庭最后
判了他三年， 已经是从轻考
虑了，也没法判缓刑，这样无
家可归的孩子， 在外面怎么

改造呢。

我没想到许勇会给我写
信，“除了政府的人员可以接
见帮助我没有别人了， 接见
日是

2

月
14

日，等待着您的
接见！”今年

1

月
22

日，我接
到了来自青浦监狱的信。

2

月
14

日， 我们见了
面。“我不知道出去以后怎么
办？”这是许勇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他
对生活、对前途的担忧。

“前天我们专门到你奶
奶家去看了一次。 ”我说。许
勇突然抽噎起来， 眼泪直往
下掉，我赶紧递上面巾纸。

“我奶奶好吗？你们能不
能联系到我妈妈？”许勇低着
头，“我想问她一些问题。 ”

我的心震撼了， 许勇告
诉我，在案发前，他已经觉得
“生活没意思”， 然后选择了
喝农药自杀这条路。“我在医
院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跟
她说我在医院里， 让她过来
看一下，她说她那边很忙，在
外地，要隔两天来……”许勇
顿了一下，“我想知道我母亲
的地址， 我想给我母亲写
信。 ”

一个孩子自杀， 就是为
了让他的母亲来看他！

“好，我们尽力，只要你
有志告别过去，并且有恒心、

有毅力积极进取， 我们一定
会关心你、帮助你。 ”我说了
一句很土的话， 声音有些颤
抖。

可怜天下孩子心啊。 离
开之前， 我们与管教再次做
了沟通， 并对他今后刑期的
改造提出了建议。 回来的路
上， 同事已经和我商量如何
去联系许勇母亲的事， 一定
要联系到这个母亲， 一定要
“救” 回这个孩子， 要让情
人节变成亲人节！

（文中许勇系化名）

薛城建立廉政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万秀华

本报讯 “三八” 妇女节即
将来临，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
决定利用

3

月份一个月的时间，

与当地妇联结合， 深入农村、

企业、 学校， 采取巡回办案、

以案释法等形式， 搞好普法宣
传， 让妇女知法、 懂法、 守法、

用法， 引导和鼓励她们自尊、 自
信、 自立、 自强。

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

舞阳法院采取对妇女儿童权益
的全面保护、 特殊保护等手
段， 对妇女儿童的人身权、 财
产权和其他权利进行切实地维
护。 对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

法院专门成立了“涉暴维权法
庭” ， 专门为在家庭生活中受
到暴力侵害的当事人服务， 在

处置家庭暴力情况中， 坚持教
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
帮助与震慑并用的方式， 平息
事端、 化解矛盾。 在做好审判
工作的同时， 舞阳法院还搞好
“延伸服务”， 建立定期回访制
度。 为准确掌握判后效果，

法院建立回访明细表， 把回访
工作安排在节假日进行， 根据
反馈情况进行逐一登记， 督促
当事人积极履行义务， 促进和
谐。

（蔡强）

本报讯为了提高审判质量、 审判效
率和审判效果， 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不
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 严格岗位目标量化
绩效考核，取得明显成效。

2010

年度岗位
目标量化绩效考核， 潜江法院在全省法院
中名列前茅。 近日，潜江法院将

2011

年确
定为“审判管理年”，再出新招、实招，强化
五项机制，创新审判管理。

潜江法院一是深化审判流程管理机
制。加强案件节点管理、审限监控和程序监
督，加强审判运行态势分析，对办案进度实
行“一月一排队、一月一通报”制度，使流程
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二是强化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机制。 坚
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

坚持“每案必评查、每月必通报”制度，对被
通报的办案人员及单位负责人实行“一月
一约谈” 制度， 实现案件质量检查的经常
化、规范化。

三是建立改判、 发回重审案件介入调查
机制。各业务庭应将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基
本情况和依据逐案写出书面材料送院纪检
组、监察室备案。 对所有改判、发回重审案件
要逐一评查，发现违法违纪问题，要依照有关
规定倒查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写出书面报告。

四是严格裁判文书预检纠错机制。各业务
庭庭长对本庭所承办案件、指导庭对法庭报送
的案件进行严格审核。把关院领导对分管业务
庭的每一份待宣判和送达的裁判文书在用印
前进行审核，把事后纠错改为事先把关，切实
将文书中的错漏现象杜绝在送达之前。

五是创新审判绩效评估机制。 依托审判
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各业务庭的
审判绩效工作和每一位法官的司法能力，建
立切实有效的结果转化制度，在选人用人、晋
职晋级、评先创优、立功嘉奖、年度考核等方
面充分体现并切实运用审判管理成果。

（林发扬）

潜江五项机制创新审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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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照明（身份证号
513031196804195398

）：本院受理原告
胡利军诉被告苏振良、广东运通客运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钟照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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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福建
]

晋江市人民法院
海深国际工程开发公司物资供应部、海深国际工程开发总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南仙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上午
8:30

在本院二楼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洋浦东方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宣琳诉被告

海南华亭嘉园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因你司与案件
的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已依法追加你司为本
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现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司公告送达追加当事
人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一、撤
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2007

）美民一初字第
765

号民事判
决书。 二、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位于海口市海达一横路中大公
寓房

2

栋
2

单元
102

房你房屋的产权证。 三、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逾期办证的违约金。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11

年
6

月
7

日上午
8:30

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若不依时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杜恒江、高慎岭：本院受理原告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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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湖南
]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陈远：本院受理顾学明、沈美娟、汪永珍、顾蓉荣诉你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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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昆山市人民法院
季龙龙、卜俊：本院受理原告周玉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告当事人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

江苏
]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孔庆岩：本院受理原告沈阳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与被告

沈阳市和平区物资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孔庆岩、被告姚玉
立、被告孙素清物权保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14

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辽宁
]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鹤见实：本院受理梁洪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

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一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赵维纯：本院受理原告大连保税区宝彩轻钢制品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和赤峰宏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3

时
30

分在本院七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

辽宁
]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宋正虎、谭晓雨、宋正凤、陈泽兰、王克菊、宋秀宝、彭素明、

孙天富、向俊峰、景小莹、许红梅、曾德洪、吴弟全、严昭贤、王代
兵、岑显高、万能凤、肖秀兰、赵丽丽、余存林、刘长辉、孙德胜、

何来喜、舒化学、肖顺金、许雄、陈小美、杨永全、谭华健、黄伟
儒、叶长明：本院受理申请人江门市荷塘镇诚信玻璃工艺厂与
被申请人宋正虎、谭晓雨、宋正凤、陈泽兰、王克菊、宋秀宝、彭
素明、孙天富、向俊峰、景小莹、许红梅、曾德洪、吴弟全、严昭

贤、王代兵、岑显高、万能凤、肖秀兰、赵丽丽、余存林、刘长辉、

孙德胜、何来喜、舒化学、肖顺金、许雄、陈小美、杨永全、谭华
健、黄伟儒、第三人叶长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江中法民一初字第
60

号民
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焕三、 王林娟： 本院受理苏州博冶贸易物资有限公司

诉你们、 上海圣明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 年虎商初字第
55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腾鑫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德生

诉杨三才、你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辽宁
]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胡志远、席敏丽：本院受理大宇（辽宁）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东陵民二初字第
55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
韩俊波、刘海斌：本院受理原告抚顺凯祥汽车城联运车行

与被告韩俊波、刘海斌汽车租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顺民二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日日来食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案外人北京优好味
食品有限公司异议一案， 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0

） 朝执异字第
00233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
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如对裁定不服， 认为原判决、 裁定错误
的，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与原判决、 裁定无关的， 可以
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甘肃三盛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兰州市城关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与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未能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委托兰州
中信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对你公司位于皋兰县三川口工
业园区的土地及房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值为人民币

606.43

万
元
,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兰州中信估字
(2010)

第
1419

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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