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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邀网民“围观”法院对话法官

徐州开发区 社区矫正新机制从“心”出发

人在途
鄞州：

法官进校园普法忙

基层短波

伊春金山屯：

多种形式举案说法

三河：

三个环节推进社区矫正

2012

年
12

月
14

日，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万力来到徐州经济开发区，对这里占地近
30

亩的社区矫正管理教
育服务中心进行考察。 这个由当地政府和法院共同建设的改造基地，不仅有技能培训室、入（解）矫宣告室，还
设有专门的法官工作室，建有法官帮教台账。 两名来自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正在和参矫人员
聊家常。 万力见此情景连连赞道：“法官深入社区帮教，是社矫工作的一个亮点，值得肯定！ ”

亲人般的关心
徐州开发区法院辖区内由法院判

决监外执行、假释、缓刑的服刑人员每
年约在四、五十人左右。 “社区矫正不
是简单的行政、司法功能替代，而是要
各方联动，形成合力，把社会服刑人员
的监督管理纳入综合治理的总体工程
中。 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审判职
能的良性延伸， 我们要通过建立专群
结合、寓教于情的社矫工作模式，用爱
心、关心、耐心去和参矫人员交心，唤
回他们的良知，融入社会，为建设和谐
社会增添一份积极的力量。”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梁冰这样理解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2012

年中秋节的前一天， 正在金
山桥街道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的刘慧
云高兴地告诉前来回访的开发区法院
副院长刘伟和司法所许光强所长，最
近她的精神好多了， 孩子也上了幼儿
园，日子也越过越好。原先自己像锁在
黑屋等死，“是你们让俺开始了新的人
生！ ”

一年前，刘慧云趁嗜赌如命、打骂
妻儿的丈夫熟睡之际将他手脚绑住，

持菜刀将丈夫砍成轻伤， 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缓刑期间，刘慧
云以回收废品为生， 既要抚养两个孩
子，还要赡养年过七旬的父亲，生活极
端贫困。 更为痛心的是丈夫没有丝毫
悔改， 仍旧经常打骂刘慧云和两个孩
子， 连娘仨仅有的生活费也要抢去下
注。 刘慧云铁心离婚，但不懂法，没有
律师愿意为其代理。 绝望中她把自己
的处境告诉了帮教自己的许光强，许
光强当即把情况向刘伟做了通报。

刘伟立即给刘慧云通了电话，指
导她办理了立案手续， 还指派处理婚
姻家庭案件经验丰富的庞玉石法官进
行主审。 庞玉石当庭对刘的丈夫训诫
教育，指出他的错误。 经过思想疏导，

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 拿到民事调解
书后，刘慧云泪流满面，老父亲得知后
来到司法所，当场跪在了许光强面前。

“参矫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
会歧视、家庭排斥，谋生技能也不强，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其实非常弱势。 像
刘慧云，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
很有可能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所以
我们要切实维护他们的权益， 为他们
的改造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良好环
境。 ”刘伟说。

师长般的耐心
开发区法院要求帮教法官对参矫

人员要做到教育与关爱并重、 管理与
疏导结合，实行社区矫正“五个一”，即
与矫正对象见一次面；谈一次话；重大
节日期间有一次上门走访； 矫正对象
生活和工作遇到重大困难时， 一定要

给予适当帮扶， 避免矫正期间因生活贫
困再次犯罪。

假释人员杜克全年过五旬， 刚刚假
释回家时，儿子儿媳对杜克全不理不睬，

孙子也不让见。 杜克全悔恨自己当初走
错了路， 但众叛亲离的处境让他精神压
力巨大，几近崩溃。 了解这一情况后，开
发区法院给金山桥街道司法所发出建
议，要求先从外围入手，做好杜克全家人
工作，以此促进杜克全改造。 许光强多次
上门找到杜克全的儿子谈心，一再指出亲
属的容纳和理解对于罪犯改造有多么重
要。 开始的时候，杜克全的儿子儿媳一见
许所长登门， 就觉得在街坊邻居前丢了
人，更加嫌恶父亲。 后来许光强改变了方
法，邀请他们来司法所面谈，还请法官来
讲述因为得不到家人谅解而再次危害社

会的真实案例，深深打动了这对小夫妻。

经过坚持不懈的耐心劝解， 杜克全
终于盼来儿子迟来的拥抱， 孙子也甜甜
地喊出“爷爷”，一家人破镜重圆。杜克全
真诚地对前来回访的刘伟说：“感谢法
院，感谢司法所，我这样一个连亲人都嫌
弃的人，你们都这么重视，这么有爱心，

我一定痛改前非，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
公民， 为社会多作贡献来弥补我以前的
罪行。 ”

朋友般的交心
开发区法院鼓励帮教法官和参矫人

员交朋友， 要像朋友一样肯定他们善的
一面。 帮教法官要通过回访、家访、谈心
和外围了解， 尽力掌握参矫人员各自的

心理特征、工作学习情况和改造难点，挖
掘参矫人员的闪光点， 强化他们的自尊
自信， 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帮教
方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矫人员梅伟平家庭生活优越，本
人法制观念却极为淡薄， 因一念之差开
走他人汽车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梅
伟平十分悔恨，在监狱中表现积极，被评
为省级积极改造分子， 假释后参加了社
区矫正，工作学习都非常认真，周围群众
对其评价也较好。 帮教法官通过和他谈
心了解到他积极向善的一面， 针对他悔
罪意识强、改造效果好的特点，让他走上
前台给其他参加人员讲述自己思想变化
过程、改造体会和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激
励本人， 一方面唤醒其他参矫人员的自
尊自信，赢得参矫人员的强烈共鸣。

2012

年中秋国庆双节前两天， 刘伟
带领开发区法院审监庭的法官们来到金
山桥街道办事处和碧螺山庄社区进行第
三次回访，与司法所、石桥派出所有关人
员共同探讨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经验和
存在的难点，还对包括梅伟平在内的

4

名
参矫人员生活学习情况进行了解。

“感谢法院、派出所、社区领导们对
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教育， 使我在思想
上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今后我一
定好好改造，做到遵纪守法、服从管理，

做一名守法公民，回报社会！ ”梅伟平对
法官们认真地表态道。

“社区矫正人员都曾经犯罪， 情绪压
抑、焦虑、易激惹，抵触情绪强，有的甚至具
有潜在的攻击性，所以帮教他们就更要讲
求方式方法，”梁冰说，“我们建立‘专群合
力、寓教于情’的帮教方式，就是用朋友般
的交心、亲人般的关心、师长般的耐心，去
教育感化矫正对象，努力营造有利改造的
环境，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

去年以来， 开发区法院共对
42

名社
矫人员进行了回访， 召开座谈会

3

次，走
访相关群众

15

名。经过帮教，参矫人员表
现出强烈的回归意识，学习努力，工作积
极，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规章制度，无违
法和消极行为， 无一人再次出现重大违
法和犯罪行为。

（文中参矫人员均为化名）

去年中秋节前，刘惠云向法院和司法所领导表示感谢。

近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举办了“走进法院了解法官” 活动，

邀请网友旁听案件审理、 参观立案大
厅、 与法官面对面交流等环节， 全面了
解法院的工作流程， 切身感受司法的公
平、 公开与公正。

邀请网友“围观” 法院
东莞中院与东莞阳光网合作， 提前

在论坛、 微博上发布活动信息， 征集来
自社会各界的网友参与。 活动受到了网
友的广泛关注和踊跃报名， 短短两天时
间， 报名人数达

30

多人， 法院最终在报
名网友中随机抽取了首批

15

名网友代表
参加活动。

参与这次活动的， 还有东莞理工学
院政法学院的师生、 新莞人代表、 新闻
媒体记者等

30

多人。

活动不仅参加人员广泛， 而且内容
非常丰富， 共设置了旁听体验、 场景体
验、 互动交流、 生活体验等四个环节，

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的面貌、 法
官的风采。

法院神秘面纱的“揭露”

“我们常与教科书上的法律、 法规
打交道， 模拟法庭审理， 但一个案件真
实的开庭过程是怎样的、 如何作出判
决， 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这次活动终于
把这个神秘的‘面纱’ 揭开了。” 理工

学院的黄同学在大法庭旁听完一宗知识
产权纠纷案件后表示， 自己以前对法院
的了解多来自教科书以及港台影视剧作
品， 法官们头戴假发， 手握法槌， 高高
在上， 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谁知来到法院耳闻目睹， 发现和自己印
象中的法庭和法官大有不同， 法官在公
正审理的过程中， 也尽可能地多花时间
给诉讼双方和旁听人员说法说理， 从根
源上解决纠纷矛盾。

网民与法官面对面交流
除了旁听案件审理， 参观法官工作

场景外， 法院还安排了网民与法官面对
面交流， 让法官倾听参观者的活动感受

以及对法院工作的建议。

在座谈会上， 网友马先生说： “我
是来自厚街一所中学的政治老师， 今天
我是带着两千多名学生的问题来请教各
位法官的。” 原来该网友在得知自己被抽
中参加活动后， 即刻向全体师生征集问
题， 带着全校师生的委托， 到法院寻求
“标准答案”。

马老师表示， 他作为一名政治老
师， 平时也承担普及法律的角色， 但是
对法院的具体运作以及一些法律问题也
存在模糊的地方， 能有机会和法官互动
交流， 对于他以及他的学生都是很大的
收获。

“在座的法官， 你们好， 我是来自

东莞某个志愿者组织的管理人员， 这次
自己是以先行者的身份来体验法院的公
开日活动。 我们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
业， 我想如果能够有机会让大家都体验
一下法院的工作流程， 接受普法教育，

对于志愿者的工作开展也有助益。” 一
位网友这样说。

座谈会气氛非常热烈， 好不容易争
取到发言机会的新莞人刘先生急匆匆地
说道： “非常感谢法院， 设置这么直观
互动的环节， 让新莞人不仅可以了解法
院和法官的工作， 而且还深刻体会到法
院工作的规范性， 建议法院以后开展更
多这样的活动， 加强对新莞人的法制宣
传和法制教育。”

本报讯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庭的法官受宁波市宋诏桥中学邀
请，为师生们送上了一堂名为“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专题讲座。几位法官
结合自身审判经历， 通过案例生动
地讲解了青少年犯罪的各种诱因及
造成的后果， 提出了预防青少年犯
罪的方法和途径。 该院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自

2012

年
6

月
18

日成
立以来，积极为预防青少年犯罪、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优质法律
服务， 在该审判庭成立不到半年的
时间里， 已经累计为未成年人提供
普法服务

6

次，到各大中学举行观摩
庭
3

次。 （余宁吴琼）

本报讯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
屯区人民法院采用多种形式举案说法
的方式，切实做好“六五”普法工作。该
院把本院审理过的案件以及其他地方
发生的案件编辑成册，或制成光盘，到
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村屯等详细讲
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全面分析案情，在
了解案情真相以及发生的具体情况
后，梳理出相关的法律条文，对量刑所
依据的法律规定， 人们在听案件的审
理过程中，学到了法律知识，并学会了
如何运用，增强了人们学法、用法、守
法的意识。 （王铁成）

本报讯近年来， 福建省沙县
人民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 积极
探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途径，通
过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开展形
式多样的维权宣传活动等， 努力维
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该院在县青少
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建立青少年法
制教育基地，开设“模拟法庭”、“法
律读书角”和“学法长廊”，不断增强
青少年学生法律意识。同时，加强与
学校沟通联系， 共建校园法制教育
基地，通过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举
办法律知识讲座、制作黑板报、发放
青少年维权联系卡等形式， 大力开
展法制宣传。 （张琴）

沙县：

关注青少年成长

本报讯去年以来， 河北省三
河市人民法院注重把握好三个环
节， 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社区矫正工
作流程。一是审判告知环节。对可能
适用非监禁刑罚的未成年被告人在
判决前，向社区矫正中心发放《社会
服刑人员审前社会调查函》；判决生
效后，向其发放《社区矫正告知书》。

二是衔接管理环节。 对已确定判处
非监禁刑的未成年服刑人员，采取
与司法所、派出所、居委会等社区矫
正机构面对面的交接方式， 签订
《社区矫正帮教协议书》。 三是回访
考察环节。 通过月回访、季考察、重
点跟踪、集中教育等形式，了解未成
年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服刑期间的
现实表现， 预见其是否有重新犯罪
的苗头。 （王春柳杨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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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马
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马俊贵借款用于抵
押的坐落于林甸县红旗镇的三处房产（产权证号：林甸县房权
证林字第

200702348

、

200702349

、

200702356

）予以评估、拍卖。

现向被申请人马俊贵公告送达通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
通知，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李玉峰、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李玉峰、马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
李玉峰、马俊贵借款用于抵押的坐落于林甸县花园镇好来居综
合楼的二处房产（产权证号：林甸县房权证林字第

200903675

、

200903783

）予以评估、拍卖。 现向被申请人李玉峰、马俊贵公告
送达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权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张涛、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

执行张涛、马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张涛、

马俊贵借款用于抵押的坐落于林甸县花园镇好来居综合楼的
二处房产（产权证号： 林甸县房权证林字第

200903781

、

200903784

）予以评估、拍卖。 现向被申请人张涛、马俊贵公告送
达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
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马文超、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马文超、马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
马文超、马俊贵借款用于抵押的坐落于林甸县花园镇好来居综
合楼的二处房产（产权证号：林甸县房权证林字第

200903674

、

201000116

）予以评估、拍卖。 现向被申请人马文超、马俊贵公告
送达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权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张伟仁、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张伟仁、马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
张伟仁、马俊贵借款用于抵押的坐落于林甸县花园镇镇直二处
房产（房号：第

15

号、

20

号）予以评估、拍卖。现向被申请人张伟
仁、马俊贵公告送达通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马俊利、马俊贵：本院受理的林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马俊利、马俊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
马俊利、马俊贵借款用于抵押的坐落于林甸县花园镇好来居综
合楼的二处房产（产权证号：林甸县房权证林字第

200903676

、

200903782

）予以评估、拍卖。 现向被申请人马俊利、马俊贵公告
送达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7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室公开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权利。

[

黑龙江
]

林甸县人民法院
周玉琦、周维海：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佳木斯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申请执
行（

2012

）佳民商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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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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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玉亮、佳木斯同源贸易中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执行人申请执行（

2012

）佳民商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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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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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董玉兴：本院受理的刘海芹、张爱姐、陈卫宾、陈浩康、陈浩
茜申请执行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 将你所有的约翰迪尔
JDT650

大型拖拉机及车斗进行了评估，沧州市涉案物品价格鉴
定中心作出了沧价鉴字（

2012

）第
043

号评估报告书，该车价值
为

14500

元。 现公告向你送达该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果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
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送达后

60

日内到本院选择拍卖机构，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该权利，本院将对该车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拍
卖。

[

河北
]

沧县人民法院
王金生：本院执行的王树兴与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兴执字第
277-1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一、履行执行标的款
14002

元，支付利息
20980.31

元，支付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到实际支付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二、负担案件受理费

150

元，执行费
424

元。 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

河北
]

兴隆县人民法院
牛志勇：关于申请人河南省裕华惠宝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一案，因需对你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商鼎路南、十里铺路西
A-04

号楼东
3

单元
12

层
05

号房产进行拍卖， 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期满视
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

5

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办理选择拍
卖机构相关事宜，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由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随机确定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

河南
]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钱凯：本院已立案受理杨阔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2612

号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予以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陈文革、陈文凯、宋慧君：本院已立案受理赵章鹏申请执行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
执字第

2604

号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予以强制
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郑州天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已立案受理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2628

号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
告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自公
告期满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予以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毛文清、周玉荣、郑州正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

南邦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2567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

2012

）金民二初字第
91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郑州华鹏电缆桥架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智信世创

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2527

号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该裁定书确定
的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吕九红：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苏可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依法委托湖北源莱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吕九红位于
鄂州市洋澜路祝家湾世纪名苑

A9

栋独单元
9

层东户的房地产
进行了价格评估，并作出了鄂源房地估字

[2012]

第
1073

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 评估结果：价值人民币

150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述价格鉴定结果。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报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可自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则视为无异议。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湖北
]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刘斌：本院受理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监督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湘高法执
监字第

2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蔺贵仁：本院受理何桂英、徐永山申请执行你与陈佩霞买
卖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现决定
对你在辽宁恒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

80

万股权依法评估
拍卖。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对审计、评估、拍卖机
构进行现场抽签，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并对审计、评估报告不再
另行公告送达。

[

辽宁
]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冯燕：本院受理刘洪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刘

洪祥申请执行（

2011

）寒朱民初字第
8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寒执字第
363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院领取即视为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12

）寒执字第
363

号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东
]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郑赞、陈小丽：本院受理的杨雪松与郑赞、陈小丽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一案， 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依法委托威海圣达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海之缘小区

93

号
3－505

室进行评
估，现已作出圣达房估

[2012]

字第
R300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现予公告送达，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山东
]

乳山市人民法院
葛建忠： 本院执行的周敏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莱城执字第
1346

号执行通知
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依法强制执行。 公告期满

15

日内到莱芜市中
级人民法院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山东
]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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