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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记者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傅莹的邀请会见
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我的问题和失联的马航飞机
有关。 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飞机的有关消息。 请问，中国政府
在民用、军事以及卫星获取图像等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全
力参与失联飞机的搜救行动？ 这起事件会否对中国的对外开
放政策和海内外的旅游业产生影响？ 中国将采取什么措施确
保国内以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比如中国政府是否会考虑
进一步加强业已十分严格的安保措施？

李克强：马航失联飞机上有239名乘客，其中154名是中国
同胞，他们的亲人心急如焚，他们的生命安危牵挂着中国政府
和亿万中国人的心，现在我们也在急切地盼有消息，哪怕是一
丁点好消息。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全面应急和搜救机制，现在到达相关
海域的有8艘中国舰船，还有一艘正在驶向相关海域；我们还动
用了10颗卫星进行信息技术支持，有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昨天我还和在前方的中国一艘搜救船船长通话， 请他们
尽力、再尽力。 我们对卫星图像上发现的一些疑点，也在尽力
地进行辨认。 这是一场国际大搜救，有诸多国家参与了搜救。
我们也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协调， 并且一定要找到马航的失联
客机，查明原因，妥善处理相关各方面的事宜。 只要有一丝希
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

至于问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会不会变？ 不会！ 会继续开放，
会有更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这会增加政府的责任，政府要
尽职履责，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确保在
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对于中国的航班安全工作，我们一直不敢放松，人命关天啊！

用法治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

人民日报记者： 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反腐败
会不会是一阵风？去年我们也查出了不少贪官，这是否说明中
国在制度方面还存在着某些缺陷？此外，政府下一步在反腐败
上还会有什么新的行动？

李克强：中国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有贪
必反、有腐必惩，取得新成效，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
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
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
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
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

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 比如像土地出让金
收支、矿产权转让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
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

遇万难还须放胆，破困局要用智慧

路透社记者：中国经济去年增长7.7%。 请问总理，您上任

一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觉得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哪些？

李克强：要说去年最大的挑战，那还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挑战。 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金融领域6月
份还有所谓“钱荒”，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超过了13%，而
且用电量、 货运量的增幅也大幅回落。 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舆
论，说中国经济可能要硬着陆，还给出了指标，说增长可能只
有3%到4%。 而对我们来说，财政和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又很有
限，宏观调控确实面临多难选择。

怎么办？ 遇万难还须放胆，破困局要用智慧。 我们保持定
力， 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
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而且
着力促改革、调结构，让市场发力。 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顶住压
力，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现在我们看的更多的是困难和问题。今年挑战依然严峻，
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
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
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但凡事不患难而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我
想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难的
成功之道。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
巨大的潜能和韧性， 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
持在合理区间。

简政放权：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

中央电视台记者： 推进简政放权是您在去年记者会和今
年报告中特别强调的一点， 在采访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这项
改革有很多好评，也听到不少抱怨，比如说有的部门依然存在
办事难现象，有的部门可能把次要的权放出去了，重要的权还
留着。请问总理，关于简政放权的措施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落
到实处， 要减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项改革任务才算是基本完成
了？

李克强： 去年， 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 “先手
棋”，我们确实下了不小力气，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
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一个强
烈的信号，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
地方跑北京的少了。

有个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去年新注
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
高的。 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
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我想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当然，放，并不是说政府就不管了，我们讲的是放管结合。
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 尤其是加强
事中事后的监管。 对一些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
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要严加监
管、严厉惩处。 放管结合，要体现公平原则。

当然，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中，也确实遇到了像避重就轻、
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
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 我们还要继续啃“硬骨头”。

至于说到什么程度满意， 那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
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
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释放改革红利，我们义无反顾

中国日报记者：您在报告里讲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背水一战的气概，还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举措，那么您觉得
今年最应该从哪些领域突破？

李克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就
是要把改革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我回
想了一下，去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
研究改革相关的议题， 即使是其他议题我们也是在用改革的
精神研究和推进的，其基本取向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
创造力，政府尽应尽的责任，让人民受惠。

这也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农村当村干部，那时候起
早贪黑， 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 结果
呢？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
己决定干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
们现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目标有个过程，但古人说“吾
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也要抓牵“牛鼻子”的改革，在重点
领域有所突破。 今年我们还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 让市场发
力，有效规范地发挥作用；还要把财税金融改革作为重头戏，
包括给小微企业减免税费方面有新的举措，给市场助力；以结
构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像医疗、养老、金融等，
让市场增强竞争力。诸多的改革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说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键还在于推进落实。

当然，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部门的
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一些企业就可能
会感到压力。 但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 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
惠，我们义无反顾。

用更多精力解决群众基本住房问题

新华社记者：房地产一直是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今年两
会上也有代表委员提了很多建议和意见。请问总理，政府在这
方面有什么新的思路和举措？

李克强：房地产问题是个大问题，直接关系到居民住房。
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这是政府的奋斗目标。我们需要根据不
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况，分类施策，分城施策。

政府还是要用更多的精力、 更大的力度来解决好群众的
基本住房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城镇集中连片的棚户区还居住着
上亿人，可以说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几百个人一个旱厕，特
别是北方，到了冬天有些居民入睡要戴着棉帽、穿着棉衣，这是
政府心头之痛。 所以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至
少要再改造470万套以上。我们还要推进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
并且实行公平分配，让新就业的年轻人和长期进城务工人员缓
解住房困难。 在这方面，我认为干一寸胜过说一尺。

对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增加
普通商品房供应。对房地产市场则要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
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重在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要“铁腕”治污、“铁规”治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现在老百姓对雾霾的抱怨越来越
多。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污染用了“宣战”这个
词。 请问总理，“宣战”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克强：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问题。 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
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

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
向我们自身粗放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宣战。 去年国务院出台
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在161个城市进行PM2.5数值的监
测，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多的。这不仅是要让人民群众提高自身
防护意识，更是给政府增加责任。 今年我们主动加压，加大降耗
力度，确定能源消耗强度要下降3.9%，而去年实际下降3.7%，这
意味着要减少2.2亿吨煤炭消耗。

向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就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
污，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政府绝不手软，要坚决予
以惩处。对那些熟视无睹、监管不到位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

当然，雾霾的形成有复杂原因，治理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
我们不能等风盼雨，还是要主动出击，希望全社会，政府、企业、社
会成员，大家一起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来打这场攻坚战。

继续做三件事：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最近网上民调显示，社会保障是网
民关注的热点之一。去年您就提出打造民生保障安全网。请问总
理，在这方面有哪些进展和新的打算？

李克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是政府工作
的重点。 今年要着重继续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线、促公
平。

第一是保基本。 也就是说要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
老、基本住房等诸多方面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我
们现在基本医保已经总体覆盖全民了， 基本养老的参与人数也
超过8亿人。 但是群众还有反映，比如接续难、转移难这些问题。
我们要继续巩固和扩大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障。 今年适当时候要
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 而且要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碎片化的问
题，整合城乡医保，推进养老保险并轨，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
障网。

第二是兜底线。因为国力所限，我们基本保障的标准还是低
水平的，总会有一部分人因病、因灾等特殊情况而陷入生活的窘
境，基本保障兜不住，还要进行社会救助。 我们绝不能让无家可
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 将心比心啊，政府工作人员应该以百
姓之心为心。所以前不久我们出台了新的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就
是要让这些特殊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第三是促公平。 我们保基本、兜底线，是为了解除人民群众
就业、创业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采取措施，尤其在一些领域要
有更有效的办法，让就业、求职机会公平，让创业有公平竞争的
环境，特别要注重起点公平、教育公平。 我们要继续增加农村贫
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今年要增加10%以上，并且要加
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的力度。

政府就是应该创造条件， 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
公平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最基层。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3 月 13 日上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 大会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丁力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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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 本院受理上诉人迅一投资有限公司 （Express One
Investment Ltd）与被上诉人美可高特（中国）羊乳有限公司、石峰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定于 2014年 6月 1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陈建从、张颖芳：本院受理（2013）静民二（商）初字第 2406
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诉被告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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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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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林娟娟、陈德富、严焕仙、上海吉望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2013）静民二（商）初字第 2410 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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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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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1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陈昌洪、叶洁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封开县支行诉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届满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封开县人民法院

朱国强、邱惠容、邓富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封开县支行诉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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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4年 6月 16日下午 3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封开县人民法院

郭爱萍、尹卫东：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玄锁商初字第 20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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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锁金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朱登峰：本院受理昆山美奥莱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诉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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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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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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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3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毛伟国、陈满珠：本院受理江苏骏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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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保全）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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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世纪石油有限公司、荣成市神飞船
舶制造有限公司、张仁飞、陈春芬：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你（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 并定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汤朝扬、徐樟贵、汤朝平：本院受理（2013）静民二（商）初字
第 1615 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柏树支行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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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侯琦、徐鸿雁、上海唯嘉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王振远、汪文：
本院受理（2013）静民二（商）初字第 1413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长宁支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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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陈仁、王爱英、范石弟、杨兰花、上海仁钢金属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2013）静民二（商）初字第 1583 号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七宝支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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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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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金晓鸣：本院受理（2013）静民二 （商 ）初字第 1579 号原
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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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上海华山健康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闵民二（商）
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上海华
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执
行过程中依法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公司持有的上

海晶采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的股权进行评估， 评估结论为
前述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价值为人民币
1.87 万元。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督促履行）通知书、
执行裁定书及银信咨评报（2013）沪第 140号评估报告。 你于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前述法律文书， 逾期视为送
达。 如对前述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于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书面向本院提出。 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前述
财产。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宇鹏物资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7388162-3）；
谢良辉(身份证号码：352221196903243639)；黄少碧(身份证号
码 ：352221196905033643)； 何 挺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181198208280014)：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湖支行与被执行人浙江沪杭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外人何树栋要求解除对位于上海市宝山区
沙浦路 128 弄 32 号 1202 室房屋的查封，现已审查终结。 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嘉平执异字第 1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何树栋的异议。 自本公告发出
之次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术春申请宣告李国文死亡一案 ，经查 ：李国
文 ，男 ，1970 年 2 月 22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北京市密云
县，于 2000年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
望李国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北京]密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冠文申请宣告禹大净失踪一案，经查：禹大净
（女，1985 年 3 月 1 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泌阳县花园乡东陈
村委大连沟）于 2011 年 5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禹大净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
法宣告禹大净失踪。

[河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禹爽、禹森、禹萌申请宣告宗新敏失踪一案，经

查：宗新敏（女，1981 年 12 月 3 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泌阳
县王店乡曾庄村委田三组 ）于 2009 年 10 月离家出走 ，下落
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 希望
宗新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 逾
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宗新敏失踪。

[河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承龙申请宣告孙晓星失踪一案， 经查孙晓星，

男，1980年 5月 2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延吉市建工街延春
委十四组， 公民身份证号 222401198005021298，1999年 8月 12
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其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孙晓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钱水根申请宣告钱坤城死亡一案， 经查： 钱坤

城，男，1979年 1月 15日出生，汉族，非农，浙江省长兴县人，于
2002年 2月 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1年。 希望钱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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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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