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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十八大特刊·

法治先锋

8

进

先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曾经语重
心长地告诉我们： “‘用心关注民生，

悉心体察民情， 耐心倾听民声， 精心排
解民忧’， 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
一信号。 人民法院只有始终坚持人民
性， 才能够最终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困难和挑战。” 我院自

2008

年以来认真
组织开展了“法官进社区、 诉讼零距
离” 活动， 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要
求。 随着这项活动逐渐推进， 法官到社
区审理案件， 零距离地化解了大量纠
纷， 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 扩大了法
律宣传效果， 赢得了百姓的高度称赞和
好评， 法院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得到了
明显提升。

深刻理解活动的重要意义。 法官走
出法院、 走下审判台、 走进社区、 走进
企业、 走进村屯、 走进人民群众之中，

了解社情、 了解民意、 了解纠纷产生的
原因， 零距离解决矛盾， 化解纠纷， 用

人民群众听得懂、 看得见的方法阐释法
律， 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解决纠纷， 把党
的司法事业融入人民群众中去。 通过活
动改进了司法形象， 转变了司法作风，

践行了“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
动的宗旨。 在活动中法官更自觉地接受
人民群众的监督， 解决了司法不公、 司
法不廉的现象， 解决了司法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的问题， 解决了司法专横、 司
法粗暴的弊端， 有利于让广大人民群众
切身感受社会主义人民司法的优越性。

拓展了活动的方式。 王胜俊院长提
出“法官办案， 特别是下基层、 进社
区， 要把法律语言转换成符合法律精神
的群众语言， 让群众听得清、 听得懂、

听得明。” 我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和维
护社会稳定的大局要求， 提出了“六进
社区， 六个零距离”， 即“预约立案进

社区： 需立案打电话即可， 满足群众诉
求零距离； 巡回审判进社区： 法官到家
门口审案， 便民服务零距离； 开庭调解
进社区： 让矛盾双方握手言和， 矛盾化
解零距离； 院长接访进社区： 法院院长
主动到当事人家里解决问题， 消除信访
隐患零距离； 社区矫正进社区： 法官送
来温暖， 帮扶教育零距离； 司法宣传进
社区： 法官到当事人家讲解法律， 教育
培训零距离”。 同时做到“六个到位”，

即人民陪审员参与要到位、 社区联系人
要到位、 社区法官联系要到位、 典型案
件宣传要到位、 对活动工作效果考核要
到位、 工作硬件配备要到位。 使这项活
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更加便民利民。

固定了活动载体。 我院在音德尔镇
的

10

个社区设立了“社区法律诊所”，

将院内法官和法官助理分配到社区联系

点， 并制定了“社区法律诊所” 六大功
能， 使“社区法律诊所” 成为便民、 利
民的载体和树立法院法官良好形象的平
台。 在社区委员会的配合下， 法官们为
群众举办普及民间借贷、 继承、 婚姻家
庭、 物业、 劳动争议等法律知识讲座多
次； 今年上半年， 在音德尔镇

10

个社
区共受理各类案件

30

余件， 接待群众
咨询

200

余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
2000

余份； 对社区调解委员会进行了法律培
训。 同时走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40

多
人次， 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60

余人
次旁听案件， 征求意见和建议上千条。

走访社区企业
12

家， 针对企业遇到的合
同订立、 劳动关系、 知识产权、 债权债
务及企业破产职工安置等问题， 组织具
有相关业务知识的法官为企业答疑解惑。

在农村牧区， 以现有的五个基层人民法

庭设立了
23

个“法官工作站”， 建立
“巡回审判网络”， 设立村屯“诉讼联络
员”， 开展定期巡回审理、 巡回开展法律
教育等活动， 并通过建立相关的工作机
制， 使该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制度化、

常态化。

实现了活动的宗旨。 通过活动的全
院参与， 全方位开展， 全院法官更加牢
固树立了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理
念， 真正使广大法官把自己定位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捍卫者的位置
上， 从而真正做到亲民、 爱民、 便民、

为民。 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法院司法权
威、 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形象、 提高了法
院的社会公信力。 活动也让群众得到更
多的实惠。 法官走进社区调解、 开庭，

使当事人放弃畏惧感， 有利于案件的解
决， 有利于矛盾的及时化解， 也使当事

人减轻了经济负担。 正如群众所说的那
样： 开展“法官进社区、 诉讼零距离”

活动以后， “法官好见了、 案子好办
了、 群众也省钱了”。

自活动开展以来， 我院每年受理的
4000

起案件中，

50%

的民商事案件法官进
村屯、 社区审理， 极大地方便了百姓，

受到百姓的普遍认可和赞誉。 “社区法
律诊所” 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

2011

年十
大法律事件。 我院的法院工作报告连续
五年在人代会上得到全票通过。

将司法为民实践本地化精细化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毕晨

建党
90

周年前夕， 扎旗法院保安
沼法庭原庭长、 民一庭长孙志国荣获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优秀共产党员” 称
号， 他负责的保安沼法庭

2012

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法庭。 笔者对这位低调谦虚
敬业的优秀党员法官进行了专访。

迎接十八大特刊： 请谈谈您获此殊
荣的感觉？

孙志国： 能当选当然很高兴， 但我
觉得我只是和其他法官一样做了自己该
做的， 周围很多同事做的其实都比我
好， 他们更应该获得这项殊荣。 所以，

现在我一方面感觉到被认可的开心， 另
一方面也深知自己的不足， 很有压力。

所以以后要更加强化自己各方面的工
作，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至少要做到对
得起这个称号。

迎接十八大特刊： 作为一位优秀党
员法官， 您觉得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应
发挥什么作用？

孙志国： 优秀党员法官在政治思想
觉悟和落实行动方面可能要比一般法官
自觉一些。 同时他还应该是优秀的法
官， 在庭务管理和审判实务过程中应该
有更好的作为， 包括在研究审判管理、

庭审规范等专业学术领域取得成绩。 同
时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要有愿
意为社会为人民奉献的精神。

审判岗位上确实很少有像雷锋这样

的突出事迹， 每个人实际上都很平凡。

但我觉得一个党员法官如果能一直坚持
在三尺法台上默默努力， 公正地做好本
职工作， 累积起来就会产生不平凡的效
果。 从这意义上说， 雷锋也是可学的。

作为一名党员法官， 承担工作要更
加积极主动， 不能讲价钱、 讲条件。 非
党员法官不愿做或者有特殊情况做不了
的， 党员法官要勇于承担。 比如在保安
沼法庭期间， 我们从

2008

年开始创建
“无假日法庭”， 节假日有工作， 不方便
安排其他法官做的时候， 我自己就主动
把工作完成， 这都是应该的， 不是拿出
来炫耀。 我相信放在其他党员身上， 他
们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迎接十八大特刊： 党的十八大即将
召开， 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孙志国： 还是我刚才讲到的， 大家
都要做好当下该做的事情， 在平凡岗
位上做平凡事， 把平凡事做好做对，

这就是对社会作贡献。 作为普通党员，

就要搞好审判工作， 而作为领导就要
多思考多研究如何带领大家做好工作。

我自己， 则要做好本职工作， 增强社
会责任意识， 潜心研究审判管理和审
判业务， 在明确人生价值定位和社会使
命的基础上， 要努力为党和人民服务，

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向党的十八大献
礼。

三尺法台上的一生追求

———访优秀共产党员孙志国
柳忠伟

扎赉特旗 家门口法官的“贴身”服务

本报记者宋建波本报通讯员柳忠伟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开
展“法官进社区、 诉讼零距离” 活动，

有效地实现了利民、 便民和司法为民的
要求， 在去年全地区组织的“万民评
警” 和群众满意度测评中， 该院的综合
满意率达到了

95.6%

， 法官与当事人真
正实现了零距离。

10

个社区挂牌“法律诊所”

音德尔镇是全国“两个文明” 建设
示范镇， 是扎赉特旗的城关镇， 全镇人
口近

8

万人。

2009

年
6

月
9

日， 扎旗
法院在音德尔镇的

10

个社区全部挂牌
成立了“社区法律诊所”。

每个社区法律诊所都由法院的一个
审判部门对口负责，

20

名具有丰富审
判经验的庭长或是业务骨干担任社区法
律诊所联系法官， 负责安排社区法律诊
所接待、 咨询、 开庭等相关工作。

“社区法律诊所” 每周二和周五的
上午

9

时至
11

时实行法官值班制度。

每名社区法官都是“六员”： 即审判员：

审理简易民事案件， 调处纠纷； 宣传
员： 开展法律咨询和讲座， 普及法律知
识； 培训员： 指导、 培训人民调解员开
展民间调解工作； 联络员： 走访社区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征求意见和建议；

助理员： 协助政府派出机关依法行政；

咨询员： 为驻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优
化经营环境。

社区法律诊所的成立， 真正做到了
“六个进社区、 六个零距离”： 预约立案
进社区， 零距离受理群众诉讼； 开庭调
解进社区， 零距离调解矛盾纠纷； 院长
接访进社区， 零距离消除上访隐患； 司
法宣传进社区， 零距离进行法制教育；

指导民调进社区， 零距离指导社区民调
工作； 社会矫正进社区， 零距离帮教释
放人员。

一会儿工夫解决老大难
裕国社区是音德尔镇

10

个社区中
面积最大、 常住人口最多的社区之一。

社区外边就是镇区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 各类纠纷， 特别是房屋拆迁纠纷
相对较多。 仅今年， 该社区的“法律诊
所” 就接待群众

30

多人次， 通过法官
耐心细致的法律解释和与政府部门的协

调， 没有一件拆迁纠纷起诉到法院。

年近六旬的老人宋某因患肝癌救治
不及时， 生命垂危， 社区联络员及时地
向法院反映老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 不
给老人支付医疗费的情况。

法官联系其子女， 告知其要立即把
老人送到医院抢救。 法官为他在病床边
办理了立案手续和诉讼费免交手续， 并
当即到黑龙江省泰来县传唤其中的一子
一女， 随即在医院开庭调解。 经过认真
工作， 两人为老人交了

6000

元的住院
押金。

“法官不辞辛苦、 不厌其烦地为
我们做调解工作，

4

年来让我们发愁
的矛盾一会儿工夫就得到解决， 社区
法官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这名老人
说。

小圆桌变成了大舞台
2009

年以来， 扎旗法院在全旗范
围内开展了庭审进村屯、 法律咨询宣传
进村屯、 诉前调解进村屯、 院长接访进
村屯、 诉讼业务指导进村屯为主要内容
的“法官五进” 活动。

扎旗法院本着“嘎查村社区搭台、

基层法庭唱戏” 思路， 法庭选择典型案
件巡回就地审理， 以案讲法， 把法庭开
到田间地头， 把理说到百姓心坎， 让法
律服务工作深入乡村。

每周的周二、 周五下午， 负责各社
区的法官们都要到分片的社区、 村屯，

将法律咨询台摆在便民服务大厅、 商铺
集中区和住宅小区， 为辖区居民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 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法律
困惑， 使小桌子变成了大舞台。

活动开展以来， 民事案件呈现整体
下降的趋势， 调解率同比上升了近
10%

， 自动履行率也上升了
8%

。

为了解决群众诉讼难， 扎旗法院把
方便留给百姓， 把“坐堂问案” 与巡回
审判相结合， 法庭在辖区内随时立案、

随时开庭、 随时审判、 随时送达。 推行以
迅速立案、 快速审理、 及时执行为主要
内容的“审判提速” 工程。 开通了“法
庭就在您身边” 热线电话， 在乡镇和社区
巡回办案点的逢集日， 由人民法庭派驻法
官集中审理案件。 平日一旦矛盾初发， 群
众通过热线电话及时反映， 法庭立即前往
调处， 把法庭“搬” 到田间地头、 庭院
炕头， 就地化解纠纷， 减轻群众诉累。

扎旗法院近年来开展的“法
官进社区、 诉讼零距离” 等活
动， 确实体现了人民法官为人民
的宗旨。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
平秀春

法官在“社区法律诊所” 接待群众， 开展法律咨询、 调处纠纷等工作。

司法为民畅谈

林勇、杨细海、胡金霞、胡建侠：本院受理黄湘平诉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林勇、福建省汽车
运输总公司福州客运一公司、杨细海、胡金霞、胡建侠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榕民终字第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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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桂明、郑桂芳、郑依华、郑依星：本院受理原告郑六妹、梁

斌诉你们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仓民初字第
98

号民事判决书，其中郑桂明、郑
桂芳、郑依华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郑依星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其中郑桂明、郑桂芳、郑依华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 郑依星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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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福建
]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游成春： 本院对陈巧勇诉游成春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长民初字第
33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涉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长乐市人民法院
刘九英： 本院对俞辉诉刘九英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梅民初字第
2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或涉外为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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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涉
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闽清县人民法院
钱小平： 本院对钱秀清诉钱小平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梅民初字第
2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或涉外为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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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涉
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闽清县人民法院
蒋庆长、赖建云、刘华平、尹邦荣、黄金华：本院对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闽清县支行诉蒋庆长、赖建云、刘华平、

尹邦荣、黄金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12)

梅民初字第
53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或涉外为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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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涉外为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闽清县人民法院
吴琨： 本院对黄秀芳诉吴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罗民初字第
38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或涉外为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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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涉
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罗源县人民法院
吴斌：本院对李念涵诉吴斌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涵民初字第
12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或涉外为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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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涉外为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购宝商业集团（

Global Mart

Limited

）：本院受理原告李俊诉被告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

购宝商业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0

）铜王民初字第
00069

号民事判决书。 购宝（西安）商业有
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购宝商业集团自公告之日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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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购宝商业
集团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购宝商业集团（

Global Mart

Limited

）： 本院受理原告铜川市宇鑫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购宝
（西安）商业有限公司、购宝商业集团、陕西海星连锁超级市场
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0

）铜王民初字第
00063

号民事判决书。 购宝（西安）商业有
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购宝商业集团自公告之日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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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购宝商业
集团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购宝商业集团（

Global Mart

Limited

）：本院受理原告铜川巨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购宝（西
安）商业有限公司、购宝商业集团、陕西海星连锁超级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铜
王民初字第

00074

号民事判决书。 购宝（西安）商业有限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购宝商业集团自公告之日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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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宝
（西安）商业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购宝商业集团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
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梁润松： 本院受理原告罗建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成民初字第
564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桦林硅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文佳诉你公
司借款纠纷再审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

2012

）成民再终字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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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受理了申请人四川金六福酒业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1 22552134

，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20

日，出票金额：

20

万元整，出票人全称：四川禾润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

四川万禾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贵阳银行成都
分行），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依法作出
(2012)

锦江民催字第
4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成华区工业局化轻公司、 成都瑞达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胡经伟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青羊民初字第
1311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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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成华区工业局化轻公司、 成都瑞达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苏小玲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青羊民初字第
1312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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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何雪梅：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曾

美玲、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2

）青羊民初字第
101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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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
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赖波： 本院受理原告唐红诉被告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牛民初字第
1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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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叶强： 本院受理成都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你、陶

春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1

）金牛民初字第
380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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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吴金泉：本院受理陈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牛民初字第
506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天回镇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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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田留忠、李利洪：本院受理原告邹高春诉你们生命权、健康

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2

）双流民初字第
93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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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双流县人民法院
覃云明：本院受理原告周应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堂民初字
第

100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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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

[

四川
]

金堂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8

月
27

日（总第
5407

期）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点睛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