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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说

守望心灵
□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

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吴松年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也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章立制、 严格管理、 创新发展， 充分
保障人民陪审员同权断案的审判权， 同时延伸人民陪审员职能， 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监督范围， 发挥好人民陪审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公正司法的
监督员、 民意沟通的联络员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员等多元司法功能。

□ 杨清惠 文/图民主视窗

人民陪审员 北京一中院的多元舞者

“我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我要对
受害人说声‘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改
造。 希望法庭能对我从轻判决，给我一
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是未成年刑事
被告人在庭审的最后阶段常常会陈

述的一段话，声泪俱下、发自肺腑。
每当听到这些话， 我都会感到十分
痛心。

2011年6月，有着多年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经验的我， 有幸成为安
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的人

民陪审员。 主要参与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审判工作， 同时也作为心理咨
询师配合法院引入对未成年刑事被

告人的心理评估干预矫正机制。 此
项机制通过了解分析他们的心理健

康状态及犯罪行为根源， 为准确判
决， 制定判后针对性帮教对策和个
性化矫治方案提供参考。

未满十八周岁的小斌， 是我参
与审理的一起寻衅滋事犯罪案件的

被告人。 通过庭前心理评估，我发现
小斌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和焦虑。小
斌被心情低落、担心恐惧、后悔自责
的情绪所笼罩，觉得对不起父母并且
前途暗淡。

在与小斌深入交谈后， 我与他
逐渐建立起一种信任， 我尝试着对
小斌进行疏导， 以改善他的负面情
绪，提高适应性水平。 最终，在我的
引导下，小斌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重新燃起了生活希望。 小斌说：“今
天阿姨能听我诉说， 我感觉舒服多
了。您说得对，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会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情况，接
受法律处罚。 ”

在庭审过程中， 我又发现小斌
手足无措，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便
及时与审判长沟通，要求对他进行庭
中干预。 我采用心理暗示和放松训
练，有效缓解了他的紧张表现，使庭
审得以顺利进行。 小斌最后认罪态度
良好， 而我也履行人民陪审员职责，
建议对他从轻处罚，意见最终被合议
庭采纳。 两年多来，我参与审理数十
起类似案件，均取得良好效果。

作为蚌埠市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不间
断的专题讲座、心理咨询、公益活动
等多点多线的工作轨迹， 使我的日
程安排非常紧张。 但我宁可挤占私
人时间， 也不耽误人民陪审员的工
作。 因此爱人常抱怨我说：“自从走
上这个岗位，菜也不买了，饭也不做
了，家庭生活质量是直线下降。 ”

而我并不后悔， 因为我心念这
些犯错的孩子， 热爱人民陪审员这
份工作。 我愿意帮助这些迷途的孩
子，守望他们的心灵。 虽任重道远，
但却责无旁贷！ （宋子剑 整理）

挖掘选任专业人才：
疑难技术案件的“咨询员”

“咱们按照１９项技术特征逐一比
照，原、被告同意么？”说话的人叫唐晓
君，40多岁的她高高瘦瘦、文静秀丽。

作为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的人民

陪审员， 唐晓君正在与合议庭法官一
起对“车载密封式收集箱”进行现场勘
验。唐晓君不是法学专业出身，但在审
理疑难技术案件时， 她就成为各个合
议庭争抢的香饽饽， 因为她是工程学
硕士、机械领域的专家。

在原告太福隆泰公司诉被告绿佳

洁公司、 被告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

中，太福隆泰公司起诉称，石景山区环
卫中心使用的大型垃圾收集箱侵犯其

“车载密封式收集箱” 实用新型专利
权， 而这些产品是环卫中心从绿佳洁
公司购买的。 该案件涉及专利问题复
杂且收集箱体积巨大， 无法向法庭提
供实物， 合议庭决定到环卫中心垃圾
回收总站进行现场勘验。

勘验现场不仅环境恶劣，气味难闻，
勘验的气氛也比较紧张， 双方各执一
词，互不相让。 在双方僵持中，唐晓君
提议对争议部分依次进行比对。这一提
议得到双方认可，现场勘验得以顺利进
行。

垃圾倾倒口、卸料口、插棍连接、
扳手承托、挡板位置……唐晓君引导
双方当事人一一进行技术比对，让双
方就每部分分别提出意见， 由书记员
记录在案。

经过现场勘验，原、被告双方就被
控侵权产品与“车载密封式收集箱”专
利权利要求书进行了认真比对， 对争
议焦点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之后的法
庭调解环节， 原、 被告都愿意进行调
解，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对
调解结果都很满意。原告在庭后表示：
“这结果，我服气！ ”

北京西部集合了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局、清华北
大知识密集区等众多高新技术核心

区， 北京一中院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中， 与专业技术问题有关的案件
占有较大比例。 这些案件涉及的法律
关系复杂、专业技术性强，对法官准确
认定案件的技术事实和适用法律提出

了很高要求。 充分发挥专家型人民陪
审员的专业知识开展审判工作， 是该
院解决之道。

为确保能够选任出各方面都适合

案件特点的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 北
京一中院事前摸清各审判庭基本陪审

需求， 准确掌握现有人民陪审员的变
化情况， 积极加强和区县人大、 法院
的沟通协调。 现在该院人民陪审员中
本科学历46人， 硕士学历22人， 博士
学历有2人。 专家型人民陪审员学历
高、 专业性强， 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
经验， 有效克服案件中复杂技术问题
给审判带来的困难， 确保案件的正确
审理， 提升了案件的审判效果和裁判
文书的说服力。

严格参审规程：
真正成为同权断案“审判员”

“我不同意是防卫过当，我认为就
是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正当防卫。”
人民陪审员洪晓达在合议时坚定地

说。 在田端禄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的审
理中， 洪晓达与审判员吴海地观点截
然相反， 审判长周军也认为案件属于
防卫过当故意杀人。合议结束后，周军
不是简单地将洪晓达意见记录在案，
而是反复查阅卷宗，还原事实经过，翻
阅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思考洪晓达的
意见。经过认真而充分的准备，周军重
新召集合议庭进行复议。

复议过程中， 周军详细释名防卫
过当故意杀人与正当防卫的不同，洪
晓达与合议法官围绕正当防卫五个构

成要件展开讨论， 后合议庭成员达成
一致意见， 认为该案是防卫过当故意
杀人。 对于合议过程中争议的焦点问
题， 周军在判决书中进行了充分说理
和论证。 案件宣判后， 当事人服判息
诉，该案件也被列为精品案件，被刑法
学教科书采用为教学案例。

为保证人民陪审员充分参与案件

审理，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效果，北
京一中院2012年出台 《人民陪审工作
实施细则》。明确要求人民陪审员在参
与合议庭合议时， 先由承办法官介绍
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 审查判断证据
的有关规则， 后由人民陪审员发言充
分表达意见， 最后由审判长发表意见
并总结合议庭意见。 书记员对人民陪
审员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 对不采纳
人民陪审员意见的， 审判长须在评议
结束后向庭领导汇报， 并就分歧意见

在结案报告中作出书面说明。
为了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时间，

该院要求案件承办人至迟于开庭前十

日，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开庭
前， 庭审提纲和提问分工法官与人民陪
审员共同商定， 突出陪审员对非法律类
专业问题和事实方面争议的实质审查作

用，引导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庭审。为了
方便人民陪审员工作，庭审后，案件承办
法官应及时安排合议， 如不能安排合议
的，也要与人民陪审员商定时间，合议后
人民陪审员应在合议笔录上签字。

在确定宣判日期后， 法官会征求人
民陪审员是否参加宣判。案件宣判后，裁
判文书及时寄送给人民陪审员， 对陪审
员提出的疑问及反馈意见， 承办法官要
作出具体回复， 同时记录在人民陪审员
参审的台账之中。

精细化的工作规程， 充分保障了人
民陪审员参审监督权利， 大大提高了人
民陪审员的参审热情 。 据记者了解 ，
2013年上半年， 北京一中院共审结一审
案件1236件， 陪审员参加陪审的929件，
参审率达75.2%。

扩大参审监督范围：
法院民意沟通的“联络员”

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群众， 通民情、
知民意，北京一中院充分借助人民陪审员
贴近群众生活、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让人
民陪审员充分参与案件开庭、谈话、调解、
合议、宣判、判后答疑等各个环节，充分发
挥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借助人民陪审
员“接地气”的身份优势，化解矛盾纠纷。

“我是人民陪审员， 但我和你一样，
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我理解你现在
的心情， 可是你现在的抵触情绪解决不

了问题……” 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区
居委会的霍秀萍面对情绪激烈的当事人

在做调解工作。 霍秀萍在居委会就经常
开展调解工作，50多岁的她慈眉善目、说
话语气平和亲切， 总是站在当事人角度
分析问题、寻找突破口，能有效排解当事
人双方的对立情绪，得到当事人认可。

早在2009年， 北京一中院就将协助
法官开展案件调解工作纳入人民陪审员

参审监督工作范围， 并指出：“对人民陪
审员独立进行调解成功的案件， 可以比
照我院对审判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予以

奖励。 对积极参与调解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的人民陪审员， 定期表彰并向其所在
单位反馈……”2009年至今，该院借助人
民陪审员力量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已过
百件，有效实现了案结事了。

“案件评查工作要更加公开透明，要
充分吸引各种外部力量参与案件评查工

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对法院案件评查工作的了解和信

任。”北京一中院案件质量评查活动中，人
民陪审员刘敬文说道。为提高审判管理水
平，促进审判质量提高，该院在万件案件
评查活动中多次邀请人民陪审员、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等社会各界代
表参与监督。 评查活动中，人民陪审员等
会查阅卷宗，从实体、程序、文书等方面对
案件作出评价。 评查小组再认真分析研
究，积极整改，并进行反馈。

“借助人民陪审员等外部监督力量，
可以有效发现审判、 执行以及信访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我们自身看
不到的，大家一起查找根源，提出解决问
题的措施，然后整改落实，合力促进审判
质量提高，实现科学发展。 ”北京一中院
副院长淳于国平说。

据记者了解，北京一中院还主动邀请人

民陪审员参加涉诉上访接待、 执法监督评
查、廉政监察等各项工作，通过人民陪审员
搭建民意沟通桥梁，听取人民陪审员对一
中院窗口作风建设、审判执法形象、法官廉
政监察的意见。 为此该院专门设置人民陪
审员信箱，人民陪审员可通过信件发表对
法官行为的看法及对一中院工作的建议。

人性化管理始于微：
陪审员愿意当“发言员”

北京一中院在2012年开展 《加强人
民陪审工作 强化人民陪审员参审监督

职能作用》专题调研，制作“人民陪审员
工作调查表”，全面了解人民陪审员在工
作中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在问卷中还广
泛征询人民陪审员意见。 调查问卷之后
又通过交流座谈、个别走访的形式，对人
民陪审员反映的突出问题进行磋商，倾
听人民陪审员心声， 解决人民陪审员工
作困难，改进陪审工作。

根据建议及审判工作需要， 北京一
中院于2013年建立统一的人民陪审员名
单主库， 并将人民陪审员按照不同的专
业背景、职业特点、群体归属、身份特征
划分为“专业型”、“民意型”等类型陪审
员子库。 该院在政治部门建立人民陪审
员信用档案， 信用档案既包括人民陪审
员的基本情况，比如学历专业背景、工作
经历等， 也包括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情
况、参审表现情况、参加教育培训情况。
人民陪审员信用档案一方面直观反映了

陪审员工作情况，便于双方沟通了解，另
一方面也是科学绩效考评的基础。

另外， 北京一中院坚持每季度向人民
陪审员所在单位反馈培训、使用情况，在年
底向人民陪审员及所在单位发送慰问信，
感谢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支持， 强化工作联
系，积极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顺利开展。

规范化、常态化、人性化的管理，让
人民陪审员觉得亲切、贴心、暖心。 北京
一中院人民陪审员除了在法台上当好

“审判员”，定分止争、认真履职，在法院
里当好 “调解员”、“监督员”、“联络员”，
走出法院，离开审判工作，人民陪审员也
主动成为该院良好司法形象的 “宣判
员”、“广播员”。

2013年1月22日， 北京一中院人民陪
审员李岩作为社会代表做客北京法院网

直播间，与网友交流法院工作，人民网、法
制网、中国法院网、正义网、千龙网、首都政
法网进行同步直播。 李岩在访谈中说：“庭
审结束后，我经常浑身酸疼，想想法官们常
年在审判一线工作，辛苦可想而知。 ”网友
“一品新茶”在留言中说：“作为可以近距离
接触法院、接触法官的公民，通过您我看到
法官真是辛苦并快乐的。 ”

人民陪审员蔡京生是新华社附属医

院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医骨伤科医生，他
“主动请缨”，为一中院法官开设“医学讲
堂”。 开讲中他带来人体模型，并结合实
物照片，讲解具体案件中的伤情成因、鉴
定结论等问题， 并回答法官在审判实务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在一中院我们感受到了陪审工作
的荣誉感、尊严感、使命感，我们也是一
中院队伍中的一员。 ”已经陪审近300件
案件的仝连飞对记者说。

北京一中院与人民陪审员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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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 本院受理原告李海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昌民初字第 073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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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锦州客运公寓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商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北镇市宇宁有限责任公司及你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你公司
为被告北镇市宇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抵押保物。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受理的湖北恩施宏业魔芋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的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年 9月 30日作出了（2012）鄂恩
施民初字第 0233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湖北恩施宏业魔
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还债。 [湖北]恩施市人民法院

2013年 4月 18日， 本院根据山西省浑源县铅网厂的申请
裁定受理山西省浑源县铅网厂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
（2013）浑民破字第 4-5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山西省浑源县铅网
厂破产。 [山西]浑源县人民法院

2013年 4月 18日， 本院根据山西省浑源县线材厂的申请
裁定受理山西省浑源县线材厂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
（2013）浑民破字第 3-5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山西省浑源县线材
厂破产。 [山西]浑源县人民法院

2013年 5月 28日， 本院根据山西省食品公司浑源县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山西省食品公司浑源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
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2013）浑民破字第 5-5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山西
省食品公司浑源县公司破产。 [山西]浑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 2013 年 2 月 4 日，汇票
到期日 2013 年 8 月 4 日， 出票人永嘉县加耐特阀杆制造有限
公司，付款行台州银行，汇票金额人民币 1 万元，收款人宁波市
江北长盛特钢有限公司，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安徽省宁国市朝
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由安徽省宁国市朝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背书转让给南京科宏化工有限公司，再由南京科宏化工有限公
司背书转让给南京云登贸易有限公司，最后由南京云登贸易有
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 现予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海潜
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本院（2013）通执字第 00465 号案件被
执行人一案，本院经审查裁定追加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通执异字第
03396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逾期本裁定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海潜
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本院（2013）通执字第 00993 号案件被
执行人一案，本院经审查裁定追加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通执异字第
03397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逾期本裁定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
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本院（2013）通执字第 00466 号案
件被执行人一案，本院经审查裁定追加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通
执异字第 03395 号执行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 逾期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海潜
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本院（2013）通执字第 00992 号案件被
执行人一案，本院经审查裁定追加上海潜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通执异字第
03394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逾期本裁定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王虎： 本院受理申请人青海劲力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2010）兰公内字第 3121 号具有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
公证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甘肃]舟曲县人民法院

宋佳山： 本院受理许晓飞、 桑梓军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2012）甘民初字第 71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
未按该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则视为送达。 逾期扔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甘南县人民法院

王茉莲：戴志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作出（2011）东民初字第 0992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戴志东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委托本
院执行。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固执受字第 12 号执
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
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到本院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河北省廊坊市
固安工业园区孔雀大卫城 207 号楼 1 单元 101 室的房产进行
价格评估、拍卖。 [河北]固安县人民法院

濮阳市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姜西文申请执
行濮阳市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限
你公司在公告次日起 60 日内到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选
择评估机构，逾期则依法评估濮阳市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的房产，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同时本院还将摇号随机
选择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梦军、梅贵仁：关于申请人黎连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以（2013）鄂黄梅执字第 00302-1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拍卖梅贵仁位于黄梅县小池镇四环路的房屋一栋 （证号
3408045）。现我院决定对该房屋组织评估、拍卖，特通知你们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拍卖机
构，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选定。 并于 2014 年元月 8
日 10 时进行评估勘验，请你们届时参与并提供相关资料，否则
责任自负。 选定的评估机构将公布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评估中有何意见请与我院联系（联系
人：蔡汉平 07133351035）。 [湖北]黄梅县人民法院

贾海锋：本院执行靖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靖执字第 41 号拍

卖通知书，依法拍卖你坐落在靖宇县靖宇镇府西胡同 118.28 平
方米的房屋。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刘明吉：本院执行靖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靖执字第 39 号拍
卖通知书，依法拍卖你坐落在靖宇县将军路 156.56 平方米的房
屋。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昆明前卫鑫隆货场、胡慧坚：本院受理许端勇申请执行你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目前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
书》、《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查封
（扣押）财产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送达后，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 10 日
异议期，异议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的，本院视为无异议。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桑武强、桑水娃：陈小林、吴新丽申请执行你们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汝执字第 308 号执行通
知书、执行裁定书各一份。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
邓国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邓耘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3）郴北执字第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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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的本院（2012）郴北民一初字第 67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李慧仙、孔令平、孔祥辉：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麻栗坡县支行申请执行（2013）文中民一初字第 3 号、第 4
号民事判决书二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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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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