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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 本报记者 梅贤明 本报通讯员 许萍萍热点观察飞信特区

五莲：

多措提升群众满意度

蚌埠禹会：让办案多一双监督的“慧眼”□ 高建业 王龙江

永春：人大监督助推阳光司法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

众对法院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及时了解民情、 体察民意、 把握民
需， 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从抓干
警司法能力、强化司法管理入手，力
促司法公正；便民措施减诉累，确保
审判效率提升；便民利民求实，加强
诉前矛盾排查、 诉中调解和诉后和
解， 推动巡回法庭进农村化解各类
纠纷；增强意识转作风，开展“讲好
每一句话、接待好每一位当事人、办
好每一件案件”的形象公正活动，让
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人民法院、人
民法官的亲和力； 通过邀请代表委
员旁听庭审、开展“法院开放日”及
开通微博、QQ 等方式，将审判活动
最大限度地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

下，让群众以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
式，了解法庭和法律，从而提高司法
公信力。 （郑成军）

本报讯 为提高人民陪审员履

职能力和陪审技能，近年来，河南省
禹州市人民法院加强对陪审员的业

务培训。在常规培训的基础上，不定
期采取案件讨论、庭审观摩、法官主
讲、专题讲座等形式，对全院50名陪
审员开展全方位培训。 培训的主要
内容涵盖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司法
礼仪、审判技能、庭审驾驭、证据采
信等方面， 确保了案件质量和陪审
效果。 （李 锐）

禹州：

加强陪审员业务培训

新沂：

陪审员帮农民工讨薪
本报讯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

院针对农民工讨薪案件增多的实际

情况 ， 采取了法官与人民陪审员
“联动讨薪” 等措施。 在服务中心、
四个法庭， 开通了农民工讨薪 “绿
色诉讼通道”， 邀请人民陪审员现
场监督， 联动参与当地百姓关注的
有较大影响的欠薪执行案件。

近 1 个多月来， 新沂法院共邀
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 7 起， 执结疑难、 复杂案
件 5 起， 为 35 名农民工讨回欠薪
73.6 万余元， 切实维护了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 （王 鑫）

阜宁：

开展代表走访周活动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阜宁县人
民法院开展了 “人大代表走访周”活
动, 进一步推动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通过走访各
级人大代表，了解他们对法院各项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以便于发现不足，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图为该院两名
部门负责人与该县板湖镇一名人大

代表交流法院工作。 （谢天德）

“邻里和睦就是对我履职最
好的褒奖”

郑某与孟某结婚已十年 ， 2012
年 7 月， 郑某诉至法院， 要求与孟某
离婚。 法院审理查明， 双方感情确已
破裂且无和好可能， 理应判决离婚。
但在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上， 双
方各执一词， 郑某不愿抚养大女儿，
甚至涂改房产证日期， 企图使财产分
割对自己更有利。

原来， 双方系二婚夫妻， 大女儿
系孟某与前夫所生， 小女儿系孟某与
郑某所生 。 郑某认为孟某当初带着
“拖油瓶” 嫁入郑家， 自己本身就很
吃亏， 现如今要离婚， 自己理应分得
更多财产。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承办法官主动与所在地人大代表

周光灿联系 ， 共同做当事人思想工
作。 周光灿从子女健康成长、 曾为一
家人的情分出发， 进行劝解， 引导双
方就子女抚养、 探视和财产分割问题
友好协商， 最终， 双方达成离婚调解
协议。

其后 ， 双方又因探视权发生纠
纷。 离婚协议载明： 大女儿随孟某，
小女儿随郑某， 孟某有权于每周六探
视小女儿。 然而， 到了探视日， 郑某
却只让孟某在门外瞧一眼小女儿， 拒
绝让其有更多接触。

承办法官接到孟某的反映后， 当
即向人大代表通报， 由代表出面对郑
某进行思想教育， 从婚姻法讲到未成
年人保护法， 从夫妻感情讲到母子亲
情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最终， 郑某
写下不再阻拦孟某探视小女儿的书面

保证。
永春法院在人大代表、 老党员等

公众声望较高的人士家中， 设立 “审
判信息联系点”， 请他们担任联系点
联络员 ， 当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时， 就由联络员对其说情讲理， 力求
矛盾纠纷不上移、 不升级， 化解在当
地。

法官审理案件时， 也经常邀请联

系点的联络员参与调解， 力求以公正
司法解法结， 以民俗民情解心结， 真
正达到 “案结事了人和”。

周光灿认为在处理民间纠纷， 尤
其是婚姻家庭、 民间借贷纠纷时， 要
注重有 “人情味” 的调解： 及早了解
双方因什么事情发生纠纷 ， 向村干
部、 邻里侧面了解矛盾的来龙去脉；
背对背与双方座谈， 了解各自的真实
想法和主要诉求 ； 从情理和法理出
发， 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尽量引导双
方观念达成一致； 最后， 在尊重当事
人意愿的基础上， 提出解决纠纷的建
议。

谈到参与调解工作的繁琐时， 周
光灿笑称： “我不觉得累， 邻里和睦
就是对我们代表履职最好的褒奖。”

“就让我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吧”

在 2012 年末的一次案件执行中，

永春法院成功执结一起纠葛长达 3 年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县人大代表、
法院执行联络员孙金星与承办人员连续

两天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于 12
月 22 日凌晨 1 时 40 分， 达成了执行和
解方案。

年末的夜风最是 “冻” 人， 返家途
中的孙金星却依然神采奕奕， 与同行的
法院干警有说有笑。 他说： “大功臣我
可称不上， 我就是个群众工作者， 就让
我来发挥法院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吧。”
该纠纷起于一份土地承包合同。 原

告颜某宁与被告颜某星 、 第三人颜某
安、 颜某辉原是堂亲关系， 在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过程中 ， 因利生隙 ， 经亲
属、 村民小组各方劝解不成， 颜某宁遂
将原本应称呼 “叔叔” 的颜某星起诉至
法院。

法院判决解除该土地承包合同及承

包地转租合同， 颜某宁应将租地恢复为
可耕作田地并返还颜某星， 并支付剩余

租金。 判决生效后， 颜某宁拒不履行义
务， 颜某星申请执行， 双方对立情绪激
烈， 两家人碰面时总要争吵甚至推攘。

得知该起纠纷始末后， 该院分管副
院长十分重视， 主动联系县人大代表孙
金星等。 办案人员多次到现场， 孙金星
与法官们共同勘查现场、 寻访群众。

通过调查， 他们详细了解了该起纠
纷难以化解的症结： 颜某宁已在租赁地
上建造鸡舍、 鱼塘等立体养殖设施， 后
因改行经商， 经颜某星口头同意转租给
第三人； 第三人颜某安和颜某辉将租赁
地部分侵占， 并擅自扩建为住宅， 扩建
期间颜某星曾几次报警制止未果。 现颜
某宁欲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不得不面对
恢复租赁地原状的难题， 形成三方利益
对立、 谁都不肯退让的局面。

孙金星利用其地缘人缘优势， 召集
三方当事人， 就在租赁地上开展调解。
他要求三方开诚布公地提出各自的所想

所求， 并逐一分析各项要求是否可行、
如何变通。

经过承办法官与孙金星连续几天耐

心的思想工作， 三方当事人最终达成执
行方案： 诉争田地由颜某宁恢复成一般
可耕作田地， 并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
交还颜某星， 由颜某安牵头负责拆除平
整、 恢复田地， 所需费用由颜某宁、 颜
某安、 颜某辉共同负担； 对于颜某辉、
颜某安所占用的颜某星的田地， 分别以
其他田地置换 ； 剩余租金由颜某宁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当场交付给颜某星。
迄今， 租赁款项已到位， 租赁地复耕工
作顺利完成。

近日， 安徽省蚌埠市。 在一间宽敞
高大的厂房里， 工人们来回穿梭， 搬运
着大大小小的物件， 几个身着法官服的
人拿着纸笔， 对每一件搬运的物品进行
登记。 这是一起案件的执行现场。 厂房
里还站着几个胸佩 “人大代表” 工作牌
的人， 又让人觉着，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
执行。

2005 年 2 月 2 日 ， 江河置业有限
公司将一处厂房租赁给蚌埠市金辰工

贸有限公司 。 在其后的几年中 ， 金辰
公司生产经营逐渐出现困境 ， 到 2012
年时 ， 金辰公司已经无力支付厂房租
金 ， 并欠下供货商数量可观的货款 。

江河置业公司和供货商们纷纷来到蚌

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 将金辰公司告
上法庭。

审理过程中， 江河置业公司与金辰
公司达成协议， 由金辰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前， 将厂房腾退， 并处置厂
房内的设备和产品等资产， 用于偿还债
务。 可随后不久， 金辰公司办公室突然
人去楼空， 只留下厂房里堆满的设备和
一部分产品。

由于该厂房位于开发区， 所涉及企
业与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实施有一定关

联， 案件的处理一直受到区内与金辰公
司有业务往来企业的关注， 当地党委政

府也高度重视。
案件进入执行后， 禹会区法院第一

时间向当地人大汇报了案件情况， 邀请
当地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 对案件执行
全程进行现场监督。

今年 4 月 9 日 ， 法院组织人员腾
出厂房 。 3 名代表完整地见证了执行
全程 ， 并在执行笔录上郑重地签下名
字 。

“这次执行方式、 执行结果、 执行
过程， 每一个细节都是公开透明的， 我
很满意。” 参与现场监督执行的蚌埠市
人大代表李淑光赞不绝口。

“案件执行还要继续， 这些资产要

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评估、 拍卖， 以
确保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尽快受偿。” 蚌
埠市人大代表何华强叮嘱着。

“我们采取多种措施， 不断强化监
督意识 ， 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 。
在区人大常委会的支持和协调下 ， 我
们建立了人大代表见证执行的常态化

机制 ， 通过邀请人大代表现场见证执
行的方式 ， 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对执行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禹会区法院分
管执行的副院长周莉介绍说 ， “同
时 ， 也让整个办案过程多一双民主监
督的 ‘慧眼 ’， 以促进我们的工作公
开、 高效。”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创设多种平台，如审判信息联系点、“无讼林区”联络点等，邀请人大代表担任司法联络员、执行联络员，大力推动人大代
表参与司法，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发挥人大代表沟通民意与政情的作用，助力法院司法公信和法律权威的进一步提升。 他们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福建
高院领导的充分肯定。

永春县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是永春

县生态资源司法保护的主力军。 由于受
理案件的特殊性， 生态庭法官经常需要
深入林区、 矿区勘查现场， 尽力化解矛
盾于当场。 此时， 了解当地民风民情的
人大代表的作用， 彰显无遗。

永春县法院通过在林地、 林场周边
乡镇设立 “无讼林区” 联络点后， 由生
态庭法官与联络点挂钩， 建立起涉林纠
纷诉前调解机制， 丰富了人大代表等社
会力量协助诉讼调解的制度载体。

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取得的突出成

绩， 得到了企业、 群众的赞誉。 永春大
荣林场场长章桂笃表示， 自从法院在林
场附近设立了 “无讼林区” 联络点后，
一旦与林场周边群众发生难以自行调和

的纠纷， 就可以通过联系点打电话给联
系法官。 群众都乐意接受法官的建议，
许多矛盾就在第一时间化解了。

一都黄田村的曾繁捌与曾繁地因林

地相接， 就一部分杉木的所有权发生纠
纷：曾繁捌认为，其家种植的杉木由于历
史原因， 偏离了自家林地； 曾繁地则坚

持，生长在其林地的杉木即为自家所有。
双方协商不成， 曾繁捌几年内多次到县
里上访， 劳心伤财， 双方积怨渐深。

“无讼林区” 联络站的人大代表及
时联系生态庭法官 、 联合林业站 、 司
法所等多方单位 ， 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 。 最后采用年轮鉴定的手段 ， 确
认杉木生长的时间与曾繁捌林地其他

杉树生长时间一致 ， 确认该部分杉木
为曾繁捌所有 ， 解决了几年悬而未决
的纠纷。

下洋林业站站长吕德文说： “这几
年， 我们与法院密切合作， 化解了一系
列疑难问题。 我们在化解问题时， 更懂
得依法调解； 有生态庭的法官在身边，
感觉有了主心骨。”

“推动人大代表参与司法 ， 是一
个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过程。” 永春县
法院院长陈水深说 ， “我们把接受监
督作为推进司法公开 、 促进司法公正
的重要动力和保障 。 司法越透明 ， 公
众越信赖 ， 代表的参与将助力司法公
信提升。”

代表参与助力司法公信提升

法官在向现场见证执行的人大代表

介绍案件情况。

永春法院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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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同淼、祝玲玲：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黄山市分行与被执行人徐同淼、 祝玲玲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屯执申字第 00008号执行通知书和
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拍卖房地产权利人为被执行人徐同淼【房
地产权证号：房地权证黄（昱）字第 201114134号】的坐落于安徽
省黄山市屯溪区迎宾大道 78号雨润水视界 3幢 423室房屋。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上
午 9时到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选择评估、 拍卖机构。
如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本院将依法
对该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周越昆：本院在执行邢勇与你及海南新达开发总公司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第 92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于 2013 年 4
月 8 日作出的（2013）美执字第 839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执
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如下义务：“一、协助申请执行
人邢勇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南新达开发总公司名下的位于海

口市文明东路美舍新村 2-174 号的房屋产权证办理过户登记
至申请执行人邢勇名下。 二、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案件受理费
5148 元及向本院缴纳申请执行费 550 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曲晓红：本院在执行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安发
信用社与李宝财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下落不明，特
发布本公告，限你：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执
行通知书，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90 日到 95 日内到本院领取参
与随机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10 日到
115日内到本院领取参与评估抵押房产通知书， 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0 日到 155 日内到本院领取司法鉴定书，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190 日到 195 日内到本院领取拍卖裁定书、参与随机
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付敬云：本院在执行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与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高新执字

第 524 号执行通知书。 限你于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1）高新商初
字第 359号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履行，予以强制执行，并由你承
担迟延履行的责任。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鹏： 本院委托黑龙江省龙绥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5日对你所有的黑 M46763解放牌货车进行了公开拍卖，由
于无人参加竞买使拍卖标的流拍，本院已委托该公司对拍卖标
的再行拍卖。拍卖时间为本公告送达后次日起第 8天的上午 10
时，拍卖会地点为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大厅。 本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望奎县人民法院

矫瑞廷、刘凤珍：本院受理原告初明福、吕井兵、贾庆荣、包
永波诉被告矫瑞廷、刘凤珍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法律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13）青法兴民执字
第 4号、5号、6号、7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3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偿还法律文书确定的借款
116000元及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黑龙江]青冈县人民法院

刘合华、李雨恒：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成宏诉被告刘合华、李
雨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佳前
执字第 41号限期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自本通
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将李雨恒名下的位于佳木斯市前
进区保卫社区， 产权证号为佳房权证前字的 2009000270 号的
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张成宏名下。 本院（2011）佳前民初字第
8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送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佳前执字第 41 号。 现通知你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上述执行通知书， 执行裁定
书，申报财产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
王皓：本院受理高军申请执行（2012）向民初字第 425号民事

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向法执字第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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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黎丽：本院受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贤县
支行申请执行你和杨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决定依法
对你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贤县支行设置抵押

担保的坐落在集贤县福利镇花园小区（27#1层）建筑面积 79.45
平方米的楼房 （地号：3-1； 房地证号 ： 集房权证前进字第
00066415号）进行评估。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上午九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参加选取评估机构并

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你自
动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评估将如期进行，因此
而造成的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黑龙江]集贤县人民法院

侯俊成： 本院受理孙长林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本院（2012）顺民初
字第 310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
为申请执行人孙长林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河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田维振：本院受理吴秀明申请执行你合伙纠纷一案，我院

执行部门已决定评估、拍卖你所有的位于信阳市潢川县城关镇
李夹空 32号房屋。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
机构，逾期将按规定确定评估机构并委托评估。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赵先林：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荣光连与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鄂
东宝执字第 00233-3 号、（2012）鄂东宝执字第 00233-4 号执行

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湖北]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邹书华、荆门市润丰实业有限公司、湖北峰城置业有限公
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林吕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北]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荆沙市荆州金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邹应平申
请执行 （2012）鄂荆州区民初字第 2800 号民事判决一案 ，由
于你公司住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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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即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协助申请执行人邹
应平办理位于荆州区城南开发区金丰园住宅小区 11 栋 3 单
元 206 室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黄荣：本院受理荆州市创业担保中心申请执行（2012）鄂荆

州区民初字第 880 号民事判决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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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即偿还荆州市创业担保中心欠款本息 26300 元，并承担案
件诉讼费、执行费。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天门海力菊糖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天门市兴

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天门海力菊糖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无人签收查封、拍卖执行裁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本院责令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认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天门市人民法院
蒋彪：本院已受理申请执行人刘文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限
你自本公告期满后 5 日内按本院（2012）雁民一初字第 152 号
民事判决履行支付申请执行人刘文伟借款本金 11000 元、利息

1399.20元，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案件受理费、申
请执行费等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周勤： 江苏世贸投资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

案，因你对房屋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我院对你提出的异议进行
听证，现因你的住所不明，依法向你送达我院听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我院执行局裁决科对该案进行听证，
如不能按时到庭，按自动撤回异议申请处理。

[江苏]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
杜德友：申请执行人商树国与被执行人杜德友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 因你未按照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本院决定对被执行人杜德友所有的蒙 GFD066 吉利牌 JL7153D
小型轿车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通知书。 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室随机选择
拍卖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本院将依法随机选择拍
卖机构并对该财产进行拍卖。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王跃兵：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广诉被告山西省襄垣县善福乡

石楼村村民委员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依法作出判决，
上诉人山西省襄垣县善福乡石楼村村民委员会就（2012）襄民
初字第 41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西]襄垣县人民法院
高枫林：本院受理襄汾县永固乡政府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组

算申请执行高枫林、路永宽资金占用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襄汾县人民法院（2004）襄民执字第 253-3 号执行
裁定书， 内容为查封被执行人高枫林所有的位于襄汾县新城
镇新建中路五兴巷三排五号住房一套，（产权证号：0376）。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襄汾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