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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阳城 包村法官现场解决邻里纠纷

基层短波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以关爱失足少年、保护教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己任，寓帮教于审，融情理于法，用
司法的温情撑起同一片蓝天，使一个个折翼的天使重新起飞。 2011年以来，该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8件，被评为省
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涌现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省“少年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洛阳洛龙：
司法为民“接地气”

许昌：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篱笆

常州武进：
法治大讲堂走进农村

□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付 臻爱心圆桌

塔斯海垦区：
巡回审判到农家

厦门海沧少审中的两个新角色

□ 王生虎

本报讯 近年来， 河南省许昌
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

心理和生理特点的审判方式，不断创
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举措。 该
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从不
同角度，对被告人进行法制、道德、亲
情等方面的教育。 利用社区及相关
组织的矫正功能，互相配合定期回访
失足未成年人，经常与其进行谈心。
采用宣传栏、法律咨询、街头宣传等
多种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
和法制教育。 对已判刑的少年犯建
卡立档、定期进行回访帮教，为判处
缓刑的少年犯帮助解决就业、上学难
题，为家庭困难的已决犯申请低保等
措施。 （王军琦）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人民法院横山桥法庭副庭长黄文

娣走进横山桥镇五一村，为该村的100
余名妇女同志送上一场题为 《聚焦婚
姻家庭 塑造幸福人生》 的精彩讲座。
讲座立足农村实际， 聚焦受众人群普
遍关注的家暴维权、离婚后子女抚养、
财产分配、债务认定等问题，依托热点
事件和真实案例， 采用一方讲授与多
方互动相结合的方式， 让在场听众感
到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近年来，武进法
院将群众路线贯穿工作全程， 始终坚
持到基层发现问题、到一线回应关切，
努力让每一项司法举措都贴民情、知
民意、暖民心。 （庄 园 黄文娣）

本报讯 为使司法为民真正

“进村入户”，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人民法院从立案、审理、执行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便民措施， 以看得见
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温

暖。该院大力推行巡回审判，把法庭
搬到老百姓身边， 使广大群众接受
直观生动的法制教育， 达到了审理
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该院还实行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 及时公布法院
工作开展情况， 在本院门户网站上
开通了用于和代表、 委员加强联系
沟通的QQ与短信平台，收集和整理
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
和批评， 并通过联络平台及时沟通
办理情况。 （程大瑞）

本报讯 （记者 崔建民 通讯

员 文小梅） 10月22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在团

场开展巡回审判， 法官将一起民事
案件的传票等文书材料送到当事人

手中。 经过法官调解，被告表示将对
原告的合理损失进行及时赔偿。

“丁零零， 丁零零……” 一阵急促
的电话声响起， 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
案监办资深法官延秋林接通电话， 来电
的正是他所包村的凤城镇下李丘村支部

书记吴国廷。
“吴书记， 你好！ 有啥事呀？”
“延庭长啊，你快来一趟。 昨天，我村

里两邻家的女主人因为一点小事磕了一

场，差点打起来。 其中一家为了维修坝上
被雨水冲刷的地基，圈了对方一块不到 2
平方米的地，被占地的一方一怒之下把对
方房前十几平方米的台阶地面给砸了。现
在被砸的那家的男主人找到村委， 不好

弄啊。 你懂法， 快上来说说吧。”
延秋林曾是阳城县法院执行庭的庭

长， 几年前被抽调至该院为抓审判质量
工作特别成立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公

室 （简称案监办）， 所以认识他的人大都
习惯性地称他 “延庭长”。

“好的，我就去。”延秋林回答道。今年
初，阳城县政法委开展政法干警“下基层、
访民情、保稳定、促发展”大走访活动，法
院在编的 74 名干警“一人包一村”，下李
丘村正是延秋林所包的村。

延秋林乘坐公交车来到了下李丘村。
在与吴书记等村干部以及纠纷双方仔细

沟通后， 很快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 今年夏季这一带的雨水比往

年偏多了许多， 就连县电视台也一再打
出字幕告诫百姓， “要特别注意防范洪
水及滑坡、 泥石流等灾害发生”。 由于村
民郭甲住房邻近河沟， 连日的雨水冲刷
致使其房子东南的一角地基外露， 这给
房屋安全留下了隐患。 为此， 郭甲找到
村委。 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郭甲可先
自行沿河沟挖地基， 然后由村里负责打
坝防水。 但郭甲媳妇挖坝渠时， 遭到了
邻居郭乙媳妇的阻拦， 阻拦的理由是郭
甲家一打坝， 就把自己一块约 2 平方米

的地给圈过去了。 郭乙媳妇愤愤不平，
当场与郭甲媳妇叫阵对骂， 并在情急之
下， 砸了郭甲家门前台阶地面十多平方
米， 双方为此闹僵。 随后， 村委将双方
在外上班和打工的男主人请到村委， 力
图从中调解， 但由于双方情绪激动且分
歧较大， 村委一时斡旋乏力， 于是请来
精通法律、 经验老到的延秋林。

事情理清后， 延秋林先单独约谈当
事人， 了解双方解决问题的态度及想法，
肯定合理主张， 严肃指出错误。 同时加
强与村委的沟通， 在综合考量双方损失
的情况下提出解决方案。 在延秋林和村

委干部的全力调解下， 郭甲和郭乙两方
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由村民郭甲给付村
民郭乙 500 元的 2 平方米土地使用费后
继续挖沟修坝， 郭甲家被砸坏的台阶地
面由村委修建河沟拦河坝时一并修缮。
至此， 一桩可能影响村庄社会治安、 引
起诉累的相邻纠纷得到及时化解。

这只是阳城法院法官在该县 “下基
层、访民情、保稳定、促发展”活动中，敢担
当、出实招、办实事，有效化解群众诉前纠
纷，减少群众矛盾的普通一例。 该院法官
“大走访”实实在在、不走过场的做法，受
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角色1：“临时妈妈”
让爱“不断电”

小汪父母关系恶劣、长期不和，因
在家中得不到温暖与关怀， 他无心学
习，在初三时就辍学，跟随哥哥背井离
乡来到厦门。 但没过多久哥嫂就对这
个寄居篱下的孩子冷眼相对， 经常无
端责骂。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小汪被
迫离开哥嫂家，与同乡喻某一起居住。
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在一个陌生的
大城市，无人管教，又没有生存能力，
他孤独迷茫， 很快就结识了一些社会
不良青年， 在这些人的诱导下走向了
犯罪的道路。一晚，小汪携带一把水果
刀伙同喻某，趁行人钟某不备，抢走其
钱包、手机。钟某发觉后当场抓住喻某
并报警。一个小时后，民警在喻某的带
领下， 在一家网吧内将躲藏其中的小
汪抓获。

然而令人心寒的是，据小汪说，他
的父母长期离家在外打工， 几乎从不
关心过问他的生活。出事后，法官们几
次三番通过电话和他的父母沟通，但
直到开庭那天，他们始终不愿露面。那
一天， 坐在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席位上
的，是法官们为小汪找的一位“临时妈
妈”。

“喻妈妈人很好，很关心我，她经
常陪我聊天，她和我说的话，比我爸妈
几年来和我说得都多呢。”小汪口中的
这位“喻妈妈”50多岁，慈眉善目，是一
家国企的退休干部， 长期以来热心公
益事业，这次作为海沧法院推荐的“合
适代理人”， 她成为小汪的 “临时妈
妈”。

在和小汪多次沟通后， 喻女士告
诉刑庭的法官们， 其实小汪本质上是
个不错的孩子， 只是长期以来缺乏亲
情关爱和长辈监管， 加上本人心理素
质薄弱，交友不慎，又没有受过完整的
教育，文化程度低，最终才走上犯罪之
路。经过悉心教育，小汪当庭表示认罪
服法，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
法权益，我院和海沧区关工委合作，通
过个人申报和组织筛选相结合的形

式，确定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热
心社会工作、 品质优秀的非公检法机
关在职人员作为海沧区首批 ‘合适代
理人’，小汪与喻女士的临时母子搭配
就是我们实行该制度的案例之一。”刑
事审判庭黄庭长介绍说。

角色2：心理辅导
撑起心灵保护伞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站
在门口不肯进来，盯着我们看，我觉得
他很紧张，也很不安。 ”主审法官牟燕
回忆说：“小邱当时读初二， 因故意伤
害被提起公诉。 接到这个案子后我们
先后走访了他的学校和家庭， 分别听
取了老师、同学、家长、邻居、村委会干
部、民警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我们还
请了康老师针对小邱的情况， 对其犯
罪的成因作出了专业分析。 ”

牟燕所提到的“康老师”是心理咨询
机构向海沧法院推荐的具有国家认证资

质的心理咨询专家。早在2009年初，海沧
法院就开始在未成年人心理辅导领域积

极探索，经过两年的尝试和实践，2011年
2月，海沧法院与心灵空间（厦门）咨询有
限公司就涉少审判心理学应用达成合作

协议， 建立起了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心理
辅导制度。

康老师提交的心理评估报告指出，
“小邱家庭关系和睦，在学校表现良好，出
于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一时冲动，为了所
谓的‘江湖义气’、‘兄弟情谊’帮人打架出
头。 事发后，他对自己伤人的举动充满内
疚和自责，对即将接受的刑事制裁更是倍
感恐惧，甚至出现轻微的强迫症表现。”接
受心理辅导后，小邱悔改意识强烈，在康
老师的帮助下不断调适状态，渐渐敢于正
确面对错误，面对生活。

被判处缓刑后， 小邱回到学校继续

学业，“其实我们一直放心不下， 怕他在
学习、生活中受到歧视，对他的心理会有
影响。那之后，我和康老师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去看望他，和老师、家长聊聊天，希
望在我们的共同关爱下他能像其他孩子

一样健康成长。 ”渐渐地，刑庭的法官们
成了小邱的亲人， 他有时候会打来电话
主动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还亲切地叫
牟燕法官为法官姐姐。去年中考结束后，
小邱从原先的普通中学顺利考入了一所

省一级达标学校， 这个喜讯让刑庭的法
官们由衷感到欣慰。法律无情人有情，就
像对待自己家里犯了错的孩子， 法官们
给予这些孩子的，是鼓励、关爱和包容。

海沧法院这种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

人进行的“一案一心理辅导”的做法，帮助
未成年被告人缓解因为审判带来的心理

压力，消除他们因犯罪和刑罚造成的心理
伤害。 至今，已经有40多名失足少年在这
里接受了心理辅导，无一人重新犯罪。

心理咨询师做心灵辅导。 张晨玮 摄

未成年人小平和小陈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缓刑， 在回乡接受考
察期间， 海沧法院刑事审判庭的陈
军晖法官在得知他们长时间待业在

家的现状后， 多次上门了解情况，
带着这两个孩子周转于街道 、 社
区、 劳保部门、 银行之间， 帮他们
选择适合的就业门路， 又帮他们联
系贷款。

“能周末办的事我就放在周
末， 有时候实在不行， 就自己安排
加班， 辛苦当然是辛苦， 不过现在
我放心了， 他们都已经干起了海上
养殖 ， 而且干得很好 ， 收入也不
错 ！” 陈法官回忆起这两个孩子 ，
紧锁的眉头一下就舒展开了。

因盗窃罪被判处缓刑的小江性

格内向， 来自离异家庭， 父亲常年
外出打工， 很少与儿子进行感情交
流。 小江因为空虚无聊而迷恋上了
网络， 为筹钱上网而走上了盗窃之
路。 针对小江的情况， 刑庭的法官
们将帮教重点放在引导他对未来人

生的规划上， 帮助他从网络的虚拟
世界中走出来， 树立希望和目标。
现在， 小江已经就读于一家职业学
校， 专门学习计算机编程。 同样是
爱好， 这次却带领着他走上了人生
的正途。

在判后帮教工作中， 法官们有
的放矢， 对判处实刑、 重刑的， 着
重于增强他们服刑的心理承受能

力 ； 对被判处缓刑 、 管制或免刑
的， 着重于帮助他们吸取教训， 切
除身上的恶习， 通过跟踪回访巩固
辅导效果， 帮助其积极融入社会，
避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我们主动和学校、 社区、 家
庭建立三位一体的预防犯罪网络。”
海沧法院副院长李加胜介绍说 ：
“在学校设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
开展 ‘小法官夏令营’ 活动， 组织
学生观摩庭审、 举行 ‘模拟法庭’、
给家长们开设 ‘普法课堂’， 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对青少年

法制宣传教育 ， 很受师生们的欢
迎。”

重找生活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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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依法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凤凰
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经上海华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 债务人上海凤凰装饰有限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
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4,480,201.69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38,817,918.9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裁定宣告债
务人上海凤凰装饰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5 月 6 日依法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东风有
色合金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华鸿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
管理人。 查明,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债务人上海东风有色
合金厂截至 2013 年 5 月 6 日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192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5,998,252.64 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24日裁定宣告债务人上海东风有色合金厂破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 24-1 号 2012 年 8 月 30 日，本院根
据农银财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元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根据审
计意见书，元健公司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56479511.13 元 ， 经 管 理 人 审 核 确 认 的 无 担 保 债 权 为
78409321.74 元，该公司负债大于资产本院认为，元健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
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裁定宣告深圳元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二 O 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巩义市冶炼厂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申请人巩义市冶炼
厂破产清算组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
于 2013年 10月 18 日裁定终结巩义市冶炼厂破产程序。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受理的邵阳东风汽车服务维修

中心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查明，截至 2013 年 8 月 19 日，该厂
负债率为 280.89%，已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本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
规定，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作出（2013）邵中民二破字第 12-9
号民事裁定，宣告邵阳东风汽车服务维修中心破产清算。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8月 21 日受理的邵阳汽车修制厂破产清算
一案， 经审理查明， 截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 该厂负债率为
232.88%，已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 2013
年 10月 8日作出（2013）邵中民二破字第 15-9号民事裁定，宣告
邵阳汽车修制厂破产清算。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8 月 19 日， 本院依法受理债务人邵阳汽车修制厂
零配件厂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邵阳汽车修制厂零配件厂管
理人负责该厂破产清算事务，经审计、评估，截止到 2013 年 8
月 19 日， 该厂资产总额为 83 380.70 元， 负债总额为 4 096
169.30元，负债率为 4912.61%。 因债务人邵阳汽车修制厂零配
件厂已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总额不足
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作出（2013）邵中民
二破字第 13－9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宣告邵阳汽车修制厂零配
件厂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旺达船务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向本
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申请人称：“旺达 97”轮为
其所有，船舶总吨 9，895。 该轮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从广州新南
沙港区装载钢材驶往黄埔，在进港航行途中与“惠湾 391”船发
生碰撞，致使“惠湾 391”船沉没及装载在“惠湾 391”船上的集
装箱落海。申请人就本次海事事故所涉可能对“旺达 97”轮所有
责任人提出的海事请求，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基金，基金数额为 867，982.5特别提款权所折合的人民币（按
法院准予设立基金的裁定生效之日的特别提款权对人民币的

换算办法计算）及利息（自 2013 年 6 月 7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本院已依

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
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南京旺达船务有限公司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
发布之次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但经本院书面通
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二、债权人应
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60 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
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
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债权。 本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鹭江西
街 6 号 邮政编码：510300 联系人：王鑫 电话：020-34063890，
传真：020-89101315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王志策、王世杰：本院受理张春双、刘军、马继福、高树宣诉
你二人追索代偿款纠纷一案，已申请执行本院（2012）尚民一初
字第 1199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委托黑龙江鑫华园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王志策位于尚志市苇河镇胜利委的机器设备进行评

估，已作出黑鑫华园（2013）估鉴字第 5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
估价：人民币 7002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如对本鉴定意见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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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王志策：本院受理马继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马继发

申请执行本院作出的 （2012） 尚民一初字第 1142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委托大连大丰房地产地地估价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
司对你位于尚志市苇河镇胜利委的房产进行评估，已作出大连
大丰鉴字 （2013）第 007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评估价 ：人民币

9.45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司
法鉴定意见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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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于 2013 年 8 月 7 日签发的号码
为 31300051 29247031、 出票金额为伍拾玖元肆仟肆佰柒拾元
整、出票人为安徽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东
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票据最
后持票人为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广东
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博凯机械 （上海） 有限公司因汇票号为 31900051/
20146718，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20 日，
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0 月 20 日出票人六安市贵通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六安市海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徽
商银行六安分行清算中心、背书人为江阴市万达纸业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
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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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科发精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两张 （号码分别 67100051/20004393、67100051/20004390，
金额均为人民币 20,000 元，付款行均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出票人均为深圳市福浪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均
为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被背书人均为申请
人，持票人均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
无效。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锦州新生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两 张 （ 票 号 分 别 为 30900053/25068557 和 30900053/
25068588、票面金额分别为 30000 元和 10000 元、出票人均为山
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 付款行均为兴业银行晋城支行、
收款人均为山西天泽煤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
行均为兴业银行晋城支行、背书人均为山西天泽煤集团永丰化
肥有限公司，山西省天泽化工集团股份公司，持票人均为申请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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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孔伟、周修碧申请宣告孔硕一死亡一案，经查：孔
硕一，男，1983 年 6 月 6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中
区中山二路 136 号 22 单元 7-3， 原住重庆市南岸区敦厚社区
83 号 4-4。 于 2006 年 9 月 20 日 4 时许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孔硕一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黄艳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陈维葵诉金溪县宝利
制衣厂、黄艳华、黄月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件。 申请执行人申请
拍卖被执行人黄艳华名下位于东莞市万江区都会广场会景峰

(A 座)909 号房屋。 现执行局将该案移送司法技术处进行评估、
拍卖。 黄艳华请你于公告 60 日期满后的第 2 个工作日到抚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 601 办公室参与监督选择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放弃该项监督权力并认可选择机构的结果。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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