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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史璞■ 本报通讯员 雷静芳基础工作在基层

□ 杨 枫 赵 磊 重庆渝北：导师制“速成”优秀法官

让当事人 “少跑一次腿、 少找一个人、 少等一分钟、 少费一些心、 少误一次工”，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推出 “一站式” 诉讼服务， 真正做到
“咨询有人应、 电话有人接、 诉讼有人引、 材料有人收、 案件有人查、 法官有人找”。

2011年， 该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 “全国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先进集体”， 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司法示范点” 和 “全
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先进集体”， 2012年被江苏省委政法委确定为全省首批 “公正司法示范点”。

常州新北：诉讼服务的“温情时刻”
一周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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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院党组，对被聘的各位导
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对被确定为培养
对象的各位青年法官寄予热切的希望。 ”
日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院长戴军在
青年法官导师颁证仪式上殷切寄语。

经过推荐、资格审查、民主测评、公
示等选任程序， 该院24位资深法官从全
院105名法官中脱颖而出，被聘任为该院
青年法官导师，聘期三年。这标志着该院
试行导师制一年后“导师库”正式建立。

人才培养新模式

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渝北法
院通过公务员考试共计招录了70名青年
法官，占全院在编干警的三分之一。

这些学子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扎实

的理论功底，但办案经验普遍欠缺。面对

年收案数近3万件、 一线法官不足100人
的状况，如何缩短青年法官的成长周期，
使他们尽快独当一面、独立办案，进而解
决案多人少的尴尬局面， 是摆在渝北法
院党组面前的一道难题。

该院党组带着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

调研，经过反复比较不同方案，高校的导
师制最终被相中。在该制度下，青年法官
以 “一对一” 模式向资深法官 “拜师学
艺”，使资深法官的审判经验、审判技巧
和审判方法得以向青年法官 “薪火相
传”。

“从2012年5月开始，我们就积极探
索青年法官学习进步和成长成才培养模

式，先后出台《青年法官导师制度实施办
法（试行）》及《青年法官导师制度考核细
则》。 ”该院研究室主任黄卫介绍称。

法官成长新收获

2012年6月，青年法官姚利平作为渝
北法院试行“青年法官导师制”的首批入
围者，成为该院副院长程晓东的徒弟。

让姚利平印象最深刻的是导师带他

调解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 该案案情复
杂，争议金额非常大。程晓东在指导时特
别强调，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要将心比
心，以理服人，并要求他注意调控当事人
的心理预期。经过姚利平两个月多次耐心
的调解工作，双方协商一致，案结事了。

谈起带学生，该院副院长杨佳红很有
成就感。 他说，年轻人思维活跃，思想独
立，爱思考，进步快，与他们交流探讨案
件，也会加深自己对案件的认识，增强法
官在作出判断时对证据的考量和事实的

把握。他的学生张晓华2012年一年结案高
达1063件，已经成为该院的办案骨干。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有关青年法官
的一组数据也从另一方面诠释了试行青年

法官导师制的成效：一年来，导师指导培养
的11名青年法官阅读法律业务书籍88本，
参与案件评议指导177次；11名青年法官共
收案2298件，结案2020件，人均结案183
件，结案率87.9%。

干部成长新平台

2009年夏天， 青年法官曾朱■从大
学毕业来渝北法院工作，现在她的身份是
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从书记员到法官
再到中层干部，她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身份的转变让她有点措手不及，但
很快她就调整了工作状态。 用她自己的

话说， 如此迅速地适应身份的转变还是
得益于“导师平常的训练”。 曾朱■先后
有两位导师，均是该院副院长。

第一位导师是副院长符荣良。“符副
院长教会我的不仅仅体现在审判业务能

力上， 还非常注重培养锻炼我的统筹管
理协调能力和大局观。”曾朱■不无感慨
地说，“有一段时间我一下子收到了10多
件案子，当时我就慌了，不知道该如何下
手。我就急着向导师汇报，符副院长耐心
细致地带着我先浏览了这10多件案子的
案情， 然后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要分清
轻重缓急，从整体上统筹安排案件。 ”

在设计青年法官导师制之初， 该院
党组就提出，培养青年法官，不仅要在业
务上进行带教， 也要在干部管理能力等
方面进行培养，为他们搭建成长平台。

送法上门

一封信背后的咨询服务

2013年7月25日，新北法院化解了
一起因输液过敏而引发死亡事件的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
事情起源于该院院长吴建国收到

的一封群众来信。 辖区春江镇新业花
园居民陈某写信反映，今年2月，其丈
母娘因伤风感冒在邻村赤脚医生家输

液时发生意外，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想
咨询这起事故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可
否进行诉讼等等。 吴建国当即将信件
转至诉讼服务中心，要求从“便民、利
民”的角度出发，尽快解决问题。

诉讼服务中心接到来信后， 发现
当事人未在信中留电话号码， 于是承
办法官冒着酷暑前往陈某住处为其提

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在陈某住处， 陈某的妻子谈某向

法官反映，事情发生以后，在未对死者
进行尸检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火化，赤
脚医生陈某仅支付1万元作为赔偿。

承办法官从案件现有证据、 诉讼
程序、社会情理、法律责任、诉讼后果
等方面对谈某一家进行了法律释明。
谈某当即表示暂缓起诉， 希望法院能
够帮助协调该起纠纷。

随即， 承办法官联系当地基层组
织，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时召集
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经过两轮调解，
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和解协议， 并当
场履行。

调解结束后， 谈某激动地说：“只
要一封信，半年多来的心病解开了，法
院的办事效率真高。 ”

据了解，新北法院在“送法上门”
的同时，积极拓展服务方式，满足多元
的司法需求。该院创建了“网上诉讼服
务中心”， 探索推行网上立案材料预
审、网上法律咨询、网上调解等诉讼服
务；与河海大学对接，设立志愿者服务
岗， 邀请大学生服务志愿者为来访人

员提供导诉和法律咨询服务。据统计，
今年以来，已网上预立案9件，网上法
律咨询20件，志愿者导诉8717余次。

联动调解

帮助农民工年关讨薪

2012年12月8日，从苏北来常州打
工的农民邵某在新北区罗溪镇某建筑

工地干活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造
成腰部压缩性骨折。 邵某与小包工头
钱某在赔偿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
身无分文的邵某 ， 想到儿子在

2008年夏天因病去世， 自己也无力医治
受伤的身体，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今
年1月16日，邵某爬上了常州市龙城大道
附近的一座110千伏的高压电塔要自寻
短见。周围群众及时报警，供电部门紧急
拉电， 才将邵某从高压电线杆上解救下
来。

1月19日上午， 邵某来到新北法院，
请求为其主持公道。 诉讼服务中心的法
官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安抚邵某；另一方面
及时与事故发生地罗溪镇政府联系，了
解工地的实际情况， 希望政府配合做好
协助工作。 同时设法与建筑工地的包工

头取得联系，全面了解纠纷的问题焦点。
当天下午， 承办法官就召集双方当

事人到罗溪镇司法所进行调解。 经过几
个小时的协调，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钱某当即支付拖欠邵某的4000多元工
资，又预支了2000多元费用，让邵某回家
过年。

自2008年起， 新北法院在辖区范围
内建立起以诉调对接工作室为平台，与
建设局、乡镇（街道）、社区等单位对接，
形成以附设人民调解工作室为龙头，以
进社区入乡村的巡回调解、 委派调解等
方式为支撑的诉前调解工作网格。 2012
年以来，该院通过委派调解、指导调解、

联合调解等方法诉前成功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1456件。

真情感化

几十年的信访户笑了

1976年，匡杏珍在田间劳动时，因记
工分事宜与同村村民匡祝英发生争吵撕

扯。 匡杏珍的头部和身体被匡祝英摁在
田中的泥水里，险些酿成惨剧。

事发后， 经匡杏珍所在的大队集体
研究，认为双方均有责任，遂做出处理意
见：罚匡祝英放电影一场15元，扣工分十
个，并公开批评匡祝英；由于这场争吵由
匡杏珍引起，其医药费和误工费自理。

匡杏珍对此不服， 认为大队书记李
某有意包庇，从此经常到处张贴大字报，
对李某施加压力。 之后，经法院调解，双
方达成协议。 可是，1983年起，匡杏珍又
到处上访。

今年，在匡杏珍再次信访时，考虑到
信访人的实际困难， 新北法院安排法官
多次上门关心，并对其进行帮扶，解决其
生活困难问题。 这让匡杏珍真正感受到
了社会的关心，表示愿意接受帮助。

今年4月，匡杏珍所在的孟河镇政府
为匡杏珍办理了低保手续。 考虑到匡杏
珍家庭条件困难， 新北法院还为其办理
了5万元信访救助金。6月21日，当新北法
院将5万元信访救助金送到匡杏珍手中
时，她激动地说：“感谢法院对我的关爱，
我今后再也不信访了。 ”

新北法院严格按照“发现得早、化解
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的工作要求，
通过对重点矛盾纠纷进行常态化和滚动

式的排查， 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和矛盾
易激化案件； 由院领导定期接访和预约
接访当事人，疏导群众情绪，有效化解涉
诉信访；积极争取上级法院、区政法委、
区人大等部门的支持，联动疏导，互动化
解，多渠道解决涉诉信访问题。

今年以来，该院依法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乡镇、 社区干部对案件进行
听证8次，加强甄别审查，化解信访积案。

新北法院法官和志愿者共同为当事人导诉。 王 芳 摄

有的政府小小的科员就说 “你
敢反对政府”， 他就是政府， 他就
这口气。 我们好多地方的地方政府
飞扬跋扈， 权力意识太强。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黄怒波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谈中国

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之难。
说实话， 我们这个群体的当务

之急还不是接班， 而是先让自己具
备 CEO 的能力。 ……我主张新生
代多一点独立性， 不要把自己当作
少东家 ， 你需要有 CEO 的才华 ，
你把自己的团队带好了， 为企业创
造了财富， 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你
才可以当董事长， 当老板。

———中国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独

生女宗馥莉接受 《中华工商时报》
采访时澄清， 她无意把娃哈哈搬到
国外 ， 并表示不赞同 “富二代接
班 ” 的说法 ， 但可以接受 “新生
代” 的概念。

1万公里
9月26日上午， 随着南昌西、福

州、莆田、三明北4个车站首发动车
组列车的开行， 中国第一条连接海
峡西岸和中部内陆腹地的快速铁

路———向莆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至
此，中国高速铁路突破1万公里。

55名
海南省海口市纪委、 海口市监

察局透露， 海口市目前已有55名公
职人员因参与违建行为、 利用 “违
建”敛财被查办，在涉案主体上，城
管系统成为违法建筑领域案件高发

地带。

1.2亿元
据江苏警方介绍， 今年4月，宜

兴警方根据举报发现， 犯罪嫌疑人
周某从江西为宜兴企业虚开运输发票

牟取暴利，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经查，
犯罪嫌疑人周某，女，35岁，自今年1月
至案发，采用电话联系、上门推销等方
式，以收取2%左右的开票手续费，大肆
虚开货物运输发票，案件涉及江苏、
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六省
市，发票金额合计1.2亿元。

10名
在我国外交部门和马来西亚等

国执法部门的大力协助下， 公安部
近日赴马来西亚展开缉捕外逃经济

犯罪嫌疑人集中行动， 抓获遣返10
名重大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涉案
金额累计近5亿元。

白勇强

近日，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县委召开常委会议， 决定停止白
勇强担任的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职务。此前，张家川县公安局以初
三学生杨某利用网络编造散布虚假

信息，并发布煽动游行言论，涉嫌寻
衅滋事罪为由，一度将其刑事拘留。
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网友揭露，武
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

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局长
白勇强在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 ，
以拜年等名义送给天水市公安局原

副局长史居平人民币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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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金坛市超远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江阴龙利达人造革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字第 0118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周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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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泰兴市天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李军铧、王伟：本院受理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泰中商初字第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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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万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美珍：本院受理上诉人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黄伟兴与被上诉人周美仙、原审
被告浙江万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美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浙绍商终字第
4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万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美珍：本院受理上诉人
浙江皇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黄伟兴与被上诉人周美仙、原审
被告浙江万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美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浙绍商终字第
392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定）。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7月 29日本院裁定受理自贡市新星源食品有限公
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指定自贡市泰达资产清算
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自贡市新星源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因自贡

市新星源物流有限公司、四川清淞湖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自贡
市聚源农牧有限公司、自贡市佳乐美食品有限公司、自贡市鲜
中美冷鲜肉连锁销售有限公司、自贡华信伟业纸箱包装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神龙茶业有限公司、自贡市新五州农牧有限公司、
自贡市忠源贸易有限公司、自贡源丰养殖有限公司、自贡荣都
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新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新源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以下简称 13 家关联
公司）和自贡市新星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源食品公
司）高度混同，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作出荣破字第 1-11 号
民事裁定书， 裁定 13 家关联公司纳入新星源食品公司合并重
整。请新星源食品公司和 13家关联公司的债权人在 2013年 11
月 18 日前，向新星源食品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四川省荣县
旭阳镇郝家坝工业园区自贡市新星源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办

公室，邮政编码：643100，联系电话：0813-6222888，联系人：李
伟）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
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新
星源食品公司及 13 家关联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
新星源食品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除 13家关联公司
外，债权人已向新星源食品公司管理人申报的债权有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13年 11月 27日上午 9时 30分在新星源食品公
司召开，本院已指定自贡市商业银行为债权人会议主席。债权人会
议主席已指定王红兵律师为常任代表 （联系电话 13708151966）。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四川]荣县人民法院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普通债权组
再次表决重整计划草案公告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对深圳中华自行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中华）进行重整。 2013 年 8 月 22 日，
深中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对《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表决
结果为税款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组表决未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深中华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 为充分保障债权人权益，依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
规定，现由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再次表决。 现将再
次表决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再次表决截止时间：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3 时整。 二、表决票送达及开票地点：管理人办公
地点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28 层）。 三、全体普通债权人均可参与本次表
决。 四、再次表决方式：再次表决采取书面表决的方式，普通债
权人填写表决票并送达给管理人 。 已出席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 ，如再次表决意见与原表决
意见一致的 ，无须再次提交表决票 ，视为已参加再次表决
并行使表决权 ，管理人将依原表决票意见进行统计 ；若再
次表决意见与原表决意见不一致的 ，债权人需重新提交表
决票 ，管理人将依新提交的表决票进行统计 。 管理人联系
人 ：吴嘉 ，联系电话 ：0755-22167117，联系地址 ：北京市金
杜 （深圳 ）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
经贸中心 28 层 ，邮编 ：518035 特此公告 。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3年 9月 26日

厦门奋发（FUN）企业有限公司、成都迪雅建筑装饰公司、
成都煜辉服饰有限公司、珠海市晶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四川
省标准资产评估事务所、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刘玉兰、
程文琼：本院在执行以成都锦阳商厦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系
列执照案件中，已对其可供执行的资产变现，因其被吊销营业
执行和歇业多年，我院已依法制作分配方案。 现由你们下落不
明，公告向你们送达分配方案，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 对本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 本院将该书面异议通知未提出异议的
人；未提出异议的人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
的， 本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
出反对意见的，本院将通知异议人。 异议人可以收到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分配异议之诉，异议人逾期未提
起诉讼的，本院依本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春明、陈桂萍：本院执行刘瑞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依法查封和扣押你们位于本市象湖镇时代广场 D4栋 2单
元 701室商品房。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我院将依法委托鉴定
机构进行评估，并在鉴定基准日后五日内送达评估报告。 如你方
仍未履行义务，本院将对该房进行拍卖，拍卖机构选择为送达评
估报告书到期日后五日内到江西瑞金市人民法院选择，逾期视为
你方放弃拍卖机构的权利。 [江西]瑞金市人民法院

侯怀江： 本院受理太原市晨珉物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3）尖民初字第 6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被执行财产申
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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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西安盛元世家装饰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赵旭杰与西安盛
元世家装饰有限公司工程及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西执仲字第 00263 号执行通
知书， 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 本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宝鸡鼎众基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亮亮：本院受理陈丽
娟与宝鸡鼎众基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亮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陈丽娟申请执行（2012）金民初字第 00515 号民事调
解书，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宝鸡鼎众基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
有的“博兴”牌洗车机进行评估，已作出评估报告。 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
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上海柯米斯实业有限公司、林峰、黄爱金：本院受理的江苏
省中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江苏同方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林峰所有的位

于上海市国权路 39 号， 部位为：1909 号、1910 号、1911 号共三
套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苏同方[2013]（连房）（估）字第 016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评估价值为3450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们公告送达苏同方
[2013]（连房）（估）字第 016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2013）连执字
第 0033-1号、0319号民事裁定书、（2013） 连执字第 0319-1号民
事裁定书（拍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对评估的房产委托拍卖，拍卖所涉告知事项，
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蚌埠市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滕利均与你公
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滕利均申请执行菏
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菏民一终字第 365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菏牡执字第 959 号执行通
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责令你公司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
申请执行人滕利均支付 521400 元、一审案件受理费 9014 元及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 同时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13）
菏牡执字第 959号、第 959-1 号、第 959-2 号、第 959-3号执行
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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