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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什么是圆桌法庭
吗？ 圆桌法庭是专为少年犯设计
的庭审格局， 为的是不让法官显
得高高在上， 采取温和对话的形
式，减轻少年犯的压力，更好地对
他们进行教育、挽救和感化，凸显
的是一种人文关怀。 ”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上午，余杭法院少年庭庭
长李国华正为余杭区实验小学近
50

名师生、家长讲解圆桌法庭的
作用。 一旁的小学生有的眨巴着
眼睛认真听“法官阿姨”作介绍，

有的则跃跃欲试， 坐在审判席上
敲起了法槌。

除此之外，旁听庭审、介绍法
槌的使用、 庭审程序以及法庭规
则的介绍， 为部分学生开展了心
理咨询活动、 赠送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宣传册等都是少年庭公

众开放日的内容。

余杭法院少年庭只有两名法
官， 其中一名法官还承担了刑庭部
分案件的审理，因此，少年庭常常很
忙碌， 光是审判工作就让李国华应
接不暇。

那为啥还要那么认真地承办公
众开放日？办一次公众开放日，且不
说前期的准备工作， 光是当天的接
待，就得耗费半天的时间。 据李国华
庭长介绍，

2008

年， 余杭法院制定了
《“法庭开放日”活动实施意见》，将公
众开放日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下来。

每个部门每年要承办几次，都“白纸
黑字”规定好了。 “就算工作再忙，也
不能忘了落实制度。 何况，使学生能
亲临其境中感受法院工作， 加深对
法律的信仰， 也是我们法官应该做
的分内之事。 ”李国华告诉记者。

在规范化管理中

焕发蓬勃生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院长傅樟绚

余杭：“三促进”奏响规范管理强音

本报记者余建华孟焕良本报通讯员俞婷婷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加强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口，以“务实创新、秉公励业”为指导，大力开展制度建设，依靠规范、严密的管理体
系约束队伍、规范工作，使各项工作取得很大进展，科学化管理的作用和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验证。 近年来，该院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法院”等国家级荣誉

6

项、“省级文明单位”等省级荣誉
35

项，全院工作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审判任务越来越重， 群众要求越
来越高， 这是人民法院在新时期面临
的严峻形势。 在现有的人力和体制下，

通过加强规范化管理来挖掘内部潜力
是当务之急。 规范化管理的前提是制度
的建立，而关键在于制度的落实。 抓制
度建设、促制度落实，才能促进法院工
作在规范化管理中焕发蓬勃的生机。

制度制定要体现参与度。 在建章
立制过程中，一定要多听取干警意见，

广纳干警智慧。 只有给予干警参与制
度制定的权力， 才能给予其认真遵循
制度的动力。反之，如果制度缺少干警
的关注和参与，没有包含干警的意志，

这种制度必将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同样， 制度的落实执行会更加困
难。 因此，努力使制度制定、修改和完
善的过程成为全院干警的学习、 消化
和理解过程， 为日后更好地执行制度
奠定基础，是有必要的。

制度内容要体现操作性。 制定制
度的目的在于转化和应用， 真正实现
规范化管理， 促进法院各项工作良性
运转。一项好的制度，一定是易于为干
警所掌握的， 一定是便于在工作中操
作的，也一定是具有法院工作特色的。

在建章立制过程中， 从制度的形式到
内容，要确保语言简洁凝练、内容好记
易懂、措施符合实际，切忌生搬硬抄、

依样画葫芦， 制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官样制度”。

制度体系要体现系统性。 规范化
管理涉及审判执行、队伍建设、司法政
务等， 其内容涵盖法院工作的方方面
面和干部队伍的上上下下。因此，出台
一套科学严谨、 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
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管理工作
事事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真正实现用
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

制度落实要体现执行力。 法律的
生命在于实施，制度亦是如此。建设长
效机制的前提是形成科学完善的制度
体系， 但关键则在于把好的制度体系
真正落到实处。为防止制度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而被束之高阁， 各项激励和
惩处措施应当及时跟进， 确保制度真
正落实到位，从而形成“落地有声”的
长效机制。 同时，在制度执行过程中，

要分层次做好激励工作： 要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强化教育和培训，树立学习
之风，营造部门正气，以干部队伍素质
修养的提高保证制度的更好落实；要
督促院领导、 中层干部带头模范遵守
各项规章制度， 以实际行动为全院干
警作出表率；要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探
索激励约束机制， 奖励先进， 警示后
进，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要加
大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 抓好
正反两方面典型，做到以点带面、以儆
效尤。

群策群力促民主

“院长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要真正实现
规范化管理，就要靠大家一起管理。要把院长
一个人的要求分解为每名干部、 每位干警的
责任，变院长一个人管理为集体管理。 ”傅樟
绚告诉记者。

实行项目化管理： 为确保年初制订的工
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自

2009

年开
始，该院对重点工作实行项目化管理，将全年
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进行分解， 细化为几
十个子项目，并对每个项目明确目标要求、完
成期限、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和配合部门。 如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委托行政机关执行项目，

确定由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为责任领导，

执行局为责任部门，行政庭为配合部门，目标
要求为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委托执行机制并
试行，完成期限为

10

月底。 项目化管理工作
实施以来，班子成员带领全院干警，一步一个
脚印地完成了每个规定的“小目标”，促进了
全年工作“大目标”的顺利实现。

月查通报：“办公场所是否整洁卫生，

工作人员的仪态是否端庄，是否按时开庭，

是否遵守会场纪律， 有无违规动用警车的
情况……”这些，都是该院“月查通报”的内
容。据介绍，为进一步监督检查法院各项制度
落实情况，该院开展了“月查通报”制度。每月
由一位院领导牵头， 具体检查时间和检查人

员、 重点检查内容及检查方法由牵头领导临
时确定，每月至少进行两次以上检查，采取明
查与暗查相结合，普查与抽查相结合，台账检
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等多种方式， 检查结果
统一报监察室登记， 当月底在该院局域网上
通报，并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挂钩。

据介绍，近年来，该院一方面注重责任横
向划分，使原来无人管理、多头管理的工作变
为有人管理、明确管理，从而避免了部门与部
门之间工作推诿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该院
以“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为理念，将责任层层
分解到庭室，从而真正实现“任务到庭、量化
到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是规范化
管理的基础，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是规范
化管理的头等大事，丝毫马虎不得。”傅樟绚说，

“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 多听听干警的意见，才
能制定出能让干警自觉遵守的制度。 ”

每年年初， 政治处的章主任就忙着修订
当年的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虽然是修订，

但用章主任的话说，也是一件颇为复杂、需要
做大量工作的事， 要组织各庭室讨论提出修
改意见，要组织召开多层面座谈会了解情况，

要将制度修改草稿通过局域网、 院务会等多
个平台征求意见……，在余杭法院，制度的制

定不是仅仅由责任部门拟出草稿然后报院领
导签发这么简单的事。

为充分发挥干警的集体智慧， 提高干警
遵章守纪的自觉性，该院严格按照程序，有计
划、有步骤地订立完善规章制度，力求制度形
成过程中充分体现干警的意志。 每项制度的
出台，都经历了“三忙”：一是忙调研———在制
度拟稿前， 由相关职能部门做充分的前期调
研，采取上门走访、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 积极吸取兄弟法院的成功经
验，并层层听取院内意见，充分掌握第一手资
料，按照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要求拟

定初稿。二是忙“晾晒”———拟定初稿后，依托
法院信息管理系统、 法院内网规章制度专栏
等平台，公布制度草稿，并组织中层干部、干
警，分层次、分庭室进行讨论，分析梳理制度
在未来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力求多收集
“金点子”、“好办法”。 重要的制度，还走访工
商、财政等部门征求意见，使制度的出台更具
有民主性、科学性。三是忙修改———在吸收法
院内外集体智慧的基础上， 职责部门对制度
草稿加以修正完善， 并将修改意见反馈至庭
室，再次征求意见，最后提交院党组或审委会
审议，集体讨论，形成最终制度。

2011

年
6

月，该院出台了《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工作职责》，据介绍，之所以出台这
项制度，是因为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职责、

审委会讨论案件的顺序等内容没有明确规
定，为充分发挥审委会专职委员的职能作用，

提升审判质效管理水平， 该院在继承原有相
关制度的基础上， 在新的制度中明确审委会
专职委员除按规定参加审委会会议外， 还应
履行以下职责：担任审判长办理部分重大、疑
难或有指导性的一审案件； 担任审判长办理
或指导抗诉、再审、发回重审等案件的审理工
作； 对所联系业务庭拟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
件和事项进行事先审查……

近年来， 余杭法院立足于继承传统原有
制度，开展制度创新。 为避免靠经验办事、机

械照搬照抄和标新立异、推翻一切这两种极
端的制度制定模式，该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
运行规范、 操作良好的制度予以保留和执
行；对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确
认和推广，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某些涉
及深层次问题，积极向上反映，提出合理化
意见建议， 等条件成熟时再确认为制度；对
影响司法公正和规范的制度该废止的坚决
废止、 该修订的及时修订、 该补充的及时完
善。

同时，该院善于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基
础上进行自主创新， 如借鉴全省法院审判质
效数据管理的成功经验， 大幅修改岗位目标
管理考核办法，科学设定相互关联的指标，根
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 为每个指标设计了

不同的权重系数进行计算， 如审判执行部门
设计了审判效率、审判质量、审判效果三大类
若干个考核指标， 将不同庭室的业绩量化成
可相互比较的分值， 年终根据各庭室的最终
得分高低评定考核成绩。 用该院一位法官的
话说：“工作好坏不再是个人的事， 要是考核
老是倒数，那脸上挂不住。 这脸上挂不住，不
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关系到集体荣誉。 ”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制定、完善
140

多
项管理制度

,

逐步建立了科学的决策机制、保
障机制和监督机制。 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和
机制创新，以及每位工作人员的身体力行，该
院的制度已内化为法院人心中一种不言自明
的情怀，一种渗透在思想中的追求，一种无形
而又处处体现的自律意识。

小 故 事

法官小张是位
80

后的年轻法
官， 家就住在法院附近的一个小
区。小张常常说自己运气好，因为
家就在法院旁边， 早上的闹钟定
的是八点，然后花十分钟洗漱，花
十分钟吃早饭， 花五分钟散步到
法院，刚好八点半，一天的工作也
就开始了。

但最近， 小张却把闹钟的时
间调到了七点半，少睡了半小时，

用小张自己的话说，“对于我这样
的睡神， 早起真的是个艰难的决
定。 ”

为啥要早起？因为今年年初，

余杭法院指定了“月查通报”制
度，查迟到早退情况、查制服的穿
着是否规范、查开会的纪律、查开
庭的程序……凡是小张能想到的

需要遵守的规则，月查通报制度似乎
都“一揽子”规定了。

现在，每天八点超出一点点的时
候， 大部分同事都已经出现在了办公
室。 小张作为新人，也不好意思拖了后
腿。 这天，小张也八点不到就来到了办
公室，笃定地坐下打算开始翻阅案卷，

一摸胸口， 发现少了样东西。 仔细一
想，原来是小徽章忘记戴了。 问别人借
吧， 大家都得戴， 没有多余的可以出
借；不回家拿吧，万一当天院领导、监
察室、 办公室等组成的月查通报检查
小组下来抽查，被通报出来，面子上
挂不住。小张一看表，幸亏到法院早，

回去拿一趟也不会迟到， 心一横，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家拿了一趟。

摸着胸口别着的小徽章，小张才
安然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忘了戴的徽章

“今天召集大家主要目的是讨
论在岗位考核中如何更好地体现今
年的工作重点。 ”余杭法院常务副院
长夏渭云在由各部门及干警代表参
加的座谈会上开场白说。

考核制度的内容是否科学，

切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 关系到
干警的切身利益。 每年该院都会
对岗位目标考核办法进行修订，

修订前会通过内网系统向全院干
警征求意见， 大家有意见可随时
提。 “我们感觉这样很民主，自己
的权利得到行使和尊重也很开
心。 ”书记员小姜对记者说。

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 考核
领导小组召开小组会，一项项、一条
条进行梳理、论证，并将好的建议积
极吸纳到新的修订办法草稿中。

“我们对起草的修订稿，可以发
表再次发表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

在会上大家会为一个小项目的修改
争得面红耳赤， 这完全不需要顾及
在场的院领导，这样的气氛很好，制
定出的东西我们也放心。”审判员吴
翔告诉记者说。

经过全院征求意见、 领导小组
讨论、草拟修订稿、各部门讨论、全
院部门及干警代表座谈征求意见、

修订后再次征求意见、 党组讨论下
发实施， 这样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
过程， 确保了制度在内容上的科学
合理。“因每位干警自己都参与制定
的，更愿意遵守，大家工作起来干劲
大了、怨言少了，这些年的实践证明
这样做的效果也很好。”傅樟绚谈起
自己的感受说。

独具匠心的公众开放日

我愿意尽职去做

挖掘特色促创新

明确责任促落实

通报检查小组随机抽查法官开庭情况。检查小组通过
GPS

定位系统抽查全院公车行驶情况。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4

月
17

日（总第
5281

期）

本院受理张堂兵申请宣告张英群失踪一案， 经查： 张英
群（身份证号

500227199510293529

） 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离
家出走， 至今未归， 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一年， 希望张英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

重庆
]

璧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东来申请宣告吴丽华失踪一案，经查：吴丽华，

女，

1962

年
7

月
23

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瓯市人，原住福建省
建瓯市建安街道横巷

26

号，于
2000

年
4

月起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吴丽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福建
]

建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东川、何林泽申请宣告何四妹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何四妹，女，

1968

年
12

月
12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
县人，住湖南省道县清塘久佳村一组，于

2002

年离家出走至今
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三个
月， 希望何四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何四妹失踪。

[

湖南
]

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义博申请宣告王艳立失踪一案，经查：王艳立，

女，

1976

年
9

月
9

日出生， 汉族， 居民身份证号为
220182197609093765

，无职业，原居住地为吉林省榆树市培英街
十委

75

组，于
2006

年
2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王艳立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王艳立失踪。

[

吉林
]

榆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吉文明申请宣告吉文立死亡一案， 经查： 吉文立，

男，

1964

年
5

月
6

日生，身份证号码：

210904196405062033

，汉族，

原住阜新市太平区高德街道南地社区东光路
3-02

号。于
1988

年
9

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
望吉文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辽宁
]

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嘉美申请宣告孔灵鸽死亡一案，经查：孔灵鸽，

女，

1971

年
1

月
13

日出生，汉族，原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瑶
曲镇瑶曲街道瑶曲商行。 身份证号：

610221197101135640

。 于
2007

年
7

月
21

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1

年。 希望孔灵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陕西
]

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

彭艺：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娄底市春园商业步行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娄仲星裁字

[2011]3

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会（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政府办公楼六楼娄底仲裁委员
会娄星分会秘书科）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娄底仲裁委员会

北京世纪万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恒利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飞骋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中脉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瀚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张雪：本院受理
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申请变更其
为本院（

2007

）二中执字第
1962

号执行案件、（

2007

）二中执字第
1964

号执行案件、（

2007

） 二中执字第
1965

号执行案件的申请
执行人三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二中
执异字第

231

号、（

2012

）二中执异字第
232

号和（

2012

）二中执
异字第

233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王义、全英霞、漳州市林盛木材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

执行人吴福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

2012

）龙执行字第
228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

载明：责令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日履行本院（

2011

）龙民初字第
214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交纳执行费
18134.74

元。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福建
]

龙海市人民法院
黄志辉、黄志全：本院执行的许德荣与黄志辉、黄志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龙执行字第
1121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
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履行本院（

2011

）龙民初字第
2010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福建
]

龙海市人民法院
柳新青：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义勇申请执行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 新指执
字第

6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
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石裁字（

2011

）

228

号裁
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 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北京泽润嘉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三河市宏达

轧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三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作出的（

2010

） 三民初字第
3204

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立案执行。 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 三执字第
496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三河市人民法院

王德成： 本院在执行王伟与王德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民事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 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
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蔚县人民法院
牛林强： 本院执行的代石磊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新执字第
634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 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
（

2010

） 新民初字第
57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

河南
]

新郑市人民法院
靳星：本院受理赵莉诉你借贷纠纷一案，现已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1

）沈执字第
155－1

号民事裁定书。对你所有的
位于沈丘县槐店镇蔡河东路的房产进行拍卖。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沈丘县人民法院
梁玉春、李庆丰：本院受理许玉芝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杏执字第
165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5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张松林：本院受理段和弟、张买兰、段恩程申请执行（

2011

）

榆刑一初字第
32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1

）榆执二字第
496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之日起
3

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赔偿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郭宝忠：本院受理赵玉新申请执行（

2011

）榆商初字第
18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榆执字第
22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山西环鑫源不锈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西气体压缩机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

2007

）榆民二初字第
31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张利君、徐飞勇：本院受理朱雷浔申请执行你们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执行中，本院依法对徐飞勇所有
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大观小区

17

幢
1

单元
4

楼
7

号房屋予以
委托评估，评估价为

419500

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四川中
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中砝房估字（

2012

）第
002

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及本院（

2010

）锦江执字第
493-2

号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从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又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予以拍卖。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艾福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周述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依法摇号选择四川通和土地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
司为评估机构，并对已查封你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西
路

8

号“世代锦江”

1

栋
3

单元
5

楼
3

号房屋评估的价格为
135828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评估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应自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房屋公开拍卖。 并限你在异议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到
本院与申请执行人摇号确定拍卖机构，否则本院将依法确定拍
卖机构并进行拍卖处理，详情见刊登拍卖公告的报刊。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邯郸中意建筑陶瓷
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工作已进入清偿债务阶段，望债权人务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前到清算组再次登记并确认债权， 以便确定受偿份
额。逾期未申报者，不予清偿。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峰峰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会议室召开， 届时，请
债权人携带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准时参加。 邯郸中意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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