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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的手真的是特别温暖，让我感受到的是一份认可、一份信心、一份力量和一份责任。 ”湖南省人大代表、十三村食
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国武获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在9月26日下午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之后这样表示。

李国武常常说：“一张张笑脸，才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从一名下岗职工到诚实经营的企业家模范，从乐于助人的公益人
士到积极履职的人大代表，二十年来他努力把幸福的笑脸留给千家万户，让责任和爱心在人们中传递。

一把火烧了20年
1993年， 随着湖南省临湘市供销

合作社改制，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李
国武就下岗了。 当时，一无所有的他，
借来2000元办了一家不足10平方米的
食品小店。

初涉商海，李国武发现，商品越是
便宜，消费者反而质疑是假货。 也有不
少“好心人”给李国武支招：“你看看身边
发了财的，哪个不卖假货?不卖假货怎么
赚得到钱，卖假货利润高，赚钱又快。 ”

“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生态让李
国武沉思良久。几天后，李国武作出一
个惊人之举， 他在店面打出口号———
“买假最幸运，重奖1000元! ”

一时间，前来“检验”的市民络绎不
绝，也有一些不法商家趁机起哄，想看
看李国武的笑话。李国武见到老百姓的
热情度，更加决定了信心。 他鼓足勇气
在当地电视台打出广告，收购消费者从
其他商店买来的假冒伪劣产品。

次日，店里送假货的人爆满。仅仅
半天时间， 事先准备的5000元 “买假
款”就花去大半。

一些送来假货的人纷纷表示，不
收钱，支持打假，主动把假货交给李国
武。 当天，李国武共收到假货3.5吨，装
了15辆三轮车， 全部运到垃圾场当众
焚毁。

20年来，李国武主动焚烧销毁假冒、
非法、不达标产品和原材料20多次，焚毁
总价值超过85万元，保守估计，至少放弃
了600多万元的潜在利润。

一条底线坚守了20年
“做人要有底线，办企业也要有底

线，办食品企业更要有底线，不仅要遵
守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更要有一套自
己的道德标准。 ”李国武做企业20年，
跟食品打交道20年， 便一直坚守着食
品安全这条底线。

李国武的食品加工厂， 每月需要
上千桶食用油， 主要来自当地一家大
型食用油加工企业。2009年，一位做食
用油生意的私人老板找到十三村采购

负责人，说他们的油便宜，请他去看看。
该负责人带回一些油， 并做成样品请李
国武试吃。该负责人得意地说：“李老板，
我们想换油，这种油只要100元/桶，比我
们现在用的便宜很多，一年下来，可以节
省至少200万元。 ”

李国武查看片刻， 继续追问：“这油
为什么这么便宜？”当得知对方拿不出相
关证书时，李国武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大声呵斥：“拿不出证的油你们也敢用？”

第二天， 李国武亲自将油的样品送
到相关职能部门鉴定， 结果这些油的厂
名厂址均属假冒， 像这种三无产品主要
就是“潲水油”、“地沟油”。

“坚决不能使用地沟油，谁用开除谁！”
李国武向全公司员工宣布了一条“铁律”。

2007年，有个商贩上门推销一种叫做
“辣椒红” 的添加剂， 声称放在辣椒制品
中，可以让菜品色泽更鲜亮，口感更好，价
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低百分之七八十，只
要20元/公斤，并强调“好多厂家都在用”。

采购负责人听了有点动心， 把这个
信息反馈给生产厂长。 后者当场算了这

样一笔账：一份酱菜（约十多公斤）如果
用5克“辣椒红”，可以省3元钱的辣椒，这
将大大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两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李国武的办公

室，建议十三村使用该产品。然而让俩人
意外的是， 老板的反应很冷淡， 他反问
道：“你们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成分吗？ 听
上去蛮好， 但是加了这个不明不白的东
西，食品安全你们不要了？ ”

过了几天， 李国武专门请岳阳市质
监局的专家给采购、 技术人员上了两天
关于食品添加剂标准的课程。

不久以后，苏丹红事件爆出，原来商
贩推销的所谓“辣椒红”就是致癌物质工
业色素苏丹红。由于李国武的自觉抵制，
十三村未受波及。此时此刻，公司上下才
明白李国武的良苦用心， 都心悦诚服地
说：“幸亏当初李总的坚持。 ”

2011年， 媒体曝出多个产品塑化剂
超标。李国武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又主
动将十三村所有产品抽样送到省质监局

进行检测， 在检测主要三项指标都合格
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放心，又对其他18个

指标也一并检测。在此期间，他要求生
产环节将所有塑料容器全部换成了不

锈钢。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李国武认为
这样心里才踏实。

在李国武的坚持下， 十三村不但
产品出厂必检， 还形成了定期主动送
检的机制，一年产品送检高达80多次。

一个“傻名”背了20年
在湖南临湘，李国武的“傻名”妇

孺皆知，一个大老板，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小车都没有一部，出门还要
打的，却到处捐款，到处做好事，而且
一做就是几十年，是不是个“精傻性”？
但是， 李国武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
验到了无法言表的愉悦。

2008年， 李国武创建了全国首个
“笑脸网”， 为了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
幸福笑脸， 他先后帮助近500位老人、
200多名贫困学生、400多名少年儿童、
300多名身陷困境的人士，共捐助4000
多人次，受助者遍布全国10多个省市，
资金总额超过600万元。

讯息短波 □ 袁硕望代表委员风采录

黟县：

强化公开执行11个环节 李国武：笑脸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周德双：村民的“110”□ 李姜洁 廖德华

在“中国最小的官”的岗位上，湖北
省宜都市姚家店镇刘家嘴村党总支书

记，宜昌、宜都两级人大代表周德双一干
就是27年，带领全村人追梦而行，使一个
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成为湖北省宜都市新

农村建设示范村、宜昌市文明村。

“多亏有了周书记！ ”
“有女不嫁西湖里， 一窝麦米噎死

你，摸完螺丝割马草，糊粥还掺黄荆条，
每逢夏涝大水泡，无法生存往外逃。 ”周
德双上任之初， 刘家嘴村曾流传着这样
的歌谣。那时，村民们做梦都想着有一顿
饱饭吃，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住，过上温饱
日子。

要致富，先修路。刘家嘴村多年来家
底空虚，又无村办企业，修路所需的百万
资金从何而来？面对巨大的难题，周德双
找领导、跑企业、访村民，与村两委班子
多次商议， 终于形成有钱出钱、 有力出
力、向外求援、向内挖潜的办法。 记不清
跑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求了多少人，
村委会终于多方筹集到资金100多万元，
修建了一条长12.5公里的水泥路。

周德双自己带头富， 带领群众富，
当好自富带共富的表率。 他开办了一个
玉石厂 、一个涵管厂 ，每年收入50多万
元。 201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7282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800元。 他
带领的刘家嘴村创下多个第一： 在全省

第一个全村整体推进天然气， 在全市第
一个全村推行集中清运垃圾， 在全市第
一个村集体出资为村民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买单……
27年过去，村民们搬进了楼房，开起

了轿车， 村集体经济从一穷二白到跃居
全市前二十强村，“温饱梦”、“富民梦”、
“强村梦”，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一
个个变成了现实。说起这些变化，村里人
总会竖起大拇指：“多亏有了周书记！ ”

“芝麻官司”很小，责任很大
村支书“官”很小，但责任很大。为了

当好这个“芝麻官”，周德双既放眼大事，
也做好小事。 他把2600多名村民当成自

己的亲人，无论群众家里有什么事，只要
知道，他马上第一时间到场。

村民张某不幸得了白血病， 他第一
个慷慨解囊，并向全村人发出捐款倡议，
又跑政府、找领导，筹集到4万多元善款，
解了病人的燃眉之急。

27年里，像这样的好事实事，可谓数
不胜数。 每天， 他的电话总是不停地响
起，甚至半夜里，谁家有人得了急病找不
到车，也一个电话打到他这里。他是村支
书，又是人大代表，不找他找谁？ 村民戏
称，他是大伙的“110”。

“勤动步，多窜户”
当选为人大代表后， 周德双觉得肩

上的责任更重了，也更忙了，他认为，“勤
动步，多窜户，切实了解群众需求才是真
功夫。 ”

每次在参加两会之前， 他都要集中
半个月左右时间，广泛走访群众，收集群
众意见，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一条一条、
一款一款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
对于群众意见较大较集中的热点、 难点
问题，积极向党委、政府及上级相关部门
反映；对于能在村上解决的小问题，督促
村两委及时处理，不能立即解决的，也要
给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

当选人大代表期间， 周德双先后提
交了 《关于解决刘家嘴村五组渔民基本
生活保障问题的建议》、《关于组建全市
项目建设协调专班的建议》、《关于解决
陆渔一级公路建设资金的建议》 等20多
条建议。其中有的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
落实后，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黟县人
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执行公开的实
施意见 （试行）》， 规定除法律禁止
公开的信息外， 对财产调查情况、
强制措施采取情况、 财产评估拍卖
过程及结果、 执行进度、 执行款物
分配情况等 11 项执行环节的信息，
通过通知、 公告及执行网络、 新闻
媒体等进行公开。 （舒兴信）

夏邑：

回访所有赡养案件

本报讯 日前， 河南省商丘市
夏邑县人民法院对今年以来审理和

执行的所有赡养案件进行回访， 了
解双方当事人和相关家庭成员的现

状， 并对在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解决， 深受当事人好评。 图为该院
执行局干警来到辖区 89 岁的王老
太太家中进行回访。 王老太太说：
“我们老两口手里有钱花， 还有人
在身边照料 ， 这得谢谢咱们法官
呀。” （徐永忠）

通化：

司法巡查倾听意见
本报讯 近日， 吉林省通化市

两级法院组成巡查组， 通过召开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 司法监督员、
律师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座

谈会， 查阅案件卷宗， 听取工作汇
报， 收集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的意
见和建议， 掌握了解被巡查对象工
作全貌， 以更好地改进和提高法院
工作。 （姚昊昱 徐 斌）

宜良：

邀请团委关工委旁听
本报讯 近日， 在审理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中， 云南省宜良县人民
法院邀请县妇联、 县团委、 县关工
委的相关领导旁听审理和参与帮

教。 该院竭诚倾听他们对审理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的看法和建议。

（邝春良）

关心司法的“大忙人”
身为湖南省人大代表， 李国武积极

履职，为人民群众代言鼓呼，替人民群众
排忧解难。

当选代表以来， 他每年都要抽出时
间，到农村、下厂矿、进学校、入社区，选
择2或3个专题， 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走
访。 李国武说：“只有最广泛地和人民群
众打交道、交朋友，才能了解最真实、客
观的社情民意。 ”几年来，他围绕民生先
后撰写各种议案、建议、意见60多件，并
全部得到相关部门的办理和回复， 真正
做到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代言、 替人民分
忧、帮人民办事。

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李
国武将“关于出台行政企事业单位会议中
禁止抽烟规定”的建议再次提了出来。 他
说，在会议室禁烟，既显示了政府“以身作
则，带头禁烟”的决心，又减少政府会议开
支，树立了政府良好形象。

经过多次调研走访， 李国武了解到：
湖南400多万名残疾人中， 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就业率仅为36.18%。 就此，李
国武建议残疾人就业保障刻不容缓。2011
年9月5日，李国武收到了湖南省残联的复
函，针对他在省“两会”上提出《关于依法
加强我省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的建议》，
省残联十分重视，把促进残疾人就业作为
今年解决残疾人民生的首选目标来抓。推
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为残疾人及用
人单位提供就业指导与服务。

今年1至6月，全省共走访登记失业残
疾人家庭10126户 , 登记失业残疾人员
12966人，组织招聘会近百场，帮助9677名
残疾人落实扶持政策，有1988名登记失业
残疾人员实现再就业。 省残联还对14000
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李国武还是临湘市人民法院社会监

督员， 十分关注临湘市的民主进程和法
治临湘建设的问题。 为推进临湘市的民
主与法治建设，他不遗余力，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让民主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让
司法为民的阳光播撒得更广更远， 让幸
福的笑脸变得越来越多。 他虽然是个大
忙人， 但是再忙也不忘积极推进司法公
正， 不忘参与临湘市人大常委会和临湘
市人民法院组织的各项活动。

宿迁宿城：

陪审员参审率100%
本报讯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人民法院立足审判工作实际， 创新
工作机制，激活陪审员工作热情，充
分发挥陪审员的参审作用。今年，陪
审员参审率达100%，所参审案件无
一上访。

该院建立业绩档案， 推行绩效
考评制度，对陪审员的工作态度、工
作绩效、 廉政表现等进行全方位考
量。 （朱来宽）

李国武（左六）与光荣院孤寡老人过元宵节。 资料图片

淮南福融染织有限公司、黄万菊、赖建春、赖庆鹏：本院受
理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桂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喻学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到庭传票及开庭传票。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富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穆金凤：本院受理的原告双鸭山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尖山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到庭传票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富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黑龙江]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湖北金宏投资有限公司、谢定肆、谢晓光、莫伟勋、陈卫民、
万汉文、刘树忠、张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房地
产管理局广州房地产管理处与被告湖北金宏投资有限公司、谢
定肆、谢晓光、莫伟勋、陈卫民、万汉文、刘树忠、张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3 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金玉满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州裕芳斋投资有限
公司、常州格特幕墙科技有限公司、朱美琴、陶鸿、洪庆、姚惠
芳、顾洪：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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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MARTIN CAR：本院受理原告王淑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刘萍:本院受理原告王利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佟少勇、薛永莲 :本院受理原告昝芳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徐艾明： 本院受理瑞安建筑有限公司诉你生命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渝五中法民
终字第 0205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恒信玻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重庆胜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187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
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陈延余（车牌号码为皖 NA4383）、杨传高（车牌号码为皖
NA4929）、许丙江（车牌号码为皖 NA2881）、田耀武（车牌号码
为皖 NA1336）、李记福（车牌号码为皖 N08891）、王贤海（车牌
号码为皖 NA1832）、汪忠富（车牌号码为皖 N07695）、张胜（车
牌号码为皖 NZS516）、余本潮（车牌号码为皖 NTC777）、赵军
广（车牌号码为皖 NA2627）、汪明稳（车牌号码为皖 N07175）、
刘兴隆 （车牌号码为皖 N08867）、 谭照国 （车牌号码为皖
NCC669）、杨国凯（车牌号码为皖 NA6917）、徐永亮（车牌号码
为皖 NXX158）、舒双清（车牌号码为皖 NA2565）、赵守永（车牌
号码为皖 NA8732）：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市同创汽车运输服务车
队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3）六裕民一初字第 00635-00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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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陈丙中 （车牌号码为皖 NA9851）、 辛道俊 （车牌号码为皖
NA9440）、康同海（车牌号码为皖 N80488）、刘爱华（车牌号码为
皖 N12985）、丁开宝（车牌号码为皖 NA5892）、刘厚亮（车牌号码
为皖 NB0869）、周敬凤（车牌号码为皖 NA6502）、徐占亮（车牌号
码为皖 NA7116）、刘德善（车牌号码为皖 NA6452）：本院受理原
告六安市金祥汽车运输服务车队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六裕民一初字第 00652-
00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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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刘孝张 （车牌号码为皖 N93595）、 秦新海 （车牌号码为皖
N91571）、刘长青（车牌号码为皖 N91367）、张士才（车牌号码为
皖 NC0561）、秦新亮（车牌号码为皖 N94305）：本院受理原告六
安市智胜汽车运输服务车队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六裕民一初字第 00630-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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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8月 6日受理了申请人泊头市烨鑫铸钢有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示 催 告 申 请 ， 对 其 遗 失 的 汇 票 票 号 为

3130005121218112、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元、出票人为泉州
大匠建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申得欧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泉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1年 10月 19日、到
期日为 2012年 4月 1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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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0月 10
日作出（2013）丰民催字第 3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泊头市烨鑫铸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
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程友福：本院受理魏来艳诉你、哈尔滨百慧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红
商初字第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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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东方红林区基层法院

湖北金宏投资有限公司、谢定肆、谢晓光、莫伟勋、陈卫民、
万汉文、刘树忠、张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房地
产管理局广州房地产管理处与被告湖北金宏投资有限公司、谢
定肆、谢晓光、莫伟勋、陈卫民、万汉文、刘树忠、张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002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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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小奇（曾用名杨小棋）：本院受理原告杨德凤诉被告杨小
奇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剑民初字第 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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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云南]剑川县人民法院

郑希军： 本院执行的庞振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青法执字第 9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通知你第 10日（节假日顺
延）到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
将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采取随机的方式进行选择评估机构。 另
通知你在选择评估机构之日起 20日后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
报告，如不能领取，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青冈县人民法院

苍洪江、李娜：本院受理的赵红伟、钟华申请执行（2012）固
民初字第 773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因你们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
律确定义务，我院已对你们坐落于固安县金悦小区 1-1-904 室
楼房一套进行了评估并决定予以拍卖。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选取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随机选取拍
卖机构。 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并对该财产进行
拍卖。 [河北]固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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