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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以陪审促公开 以监督促公正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袁 粼 刘 科 梁 伟 肖 军

在山东省济南市，他们在法院的审判庭、调解室、阅卷室、会议室忙碌，这是活跃在审判一线的特殊团队———人民陪审员。 去
年，济南市 11个基层法院办结各类案件 64848件，占全市法院结案的 88.45%。 其中，550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 14489件，
参审数上升 3.11%。
让人民陪审员全面参与到庭审工作中，监督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正，是济南两级法院努力追求的目标

之一。

历下：人民陪审员来自社区调解员

章丘：
“四全”机制开启全视角监督

章丘市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

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以来，认真
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积极探索全案
参审、全程参加、全面参与、全力保障的“四
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监督作
用，2013 年以来， 章丘法院普通程序案件人
民陪审员参审率达到 100%， 实现了以陪审
促公开，以监督促公正。

“被告人还未成年，如果判实刑，不仅是
学业中断， 而且不利于他今后的身心成长。
如果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对其适用
缓刑，将有利于回归社会，预防重新犯罪。 ”
刑庭合议庭在评议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件

中，参审的人民陪审员王凤霞与其他合议庭
成员产生了意见分歧。 王凤霞从事多年的妇
女儿童工作，通过分析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
犯罪原因，有理有据的提出缓刑意见，最终
被合议庭采纳。 “对于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
件，法院提前通知人民陪审员阅卷，组织庭
前准备会议，庭审过程中保障陪审员的发问
权，使我们充分了解案情。 所以，评议案件该
出口时就出口， 合议庭会充分尊重我的意
见。 ”王凤霞在谈到参审变化时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人民陪审员不再是花瓶，而是一
名裁判员、调解员、旁听人员，更是一名监督
员。 多重身份角色参与各类案件的审理，从
而寓监督于案件审理之中。 ”

章丘法院确定了人民陪审员“普通程序
参审、简易程序听审”的原则，做到普通程序
案件 “全部参审”， 简易程序案件 “抽查旁
听”，涉众敏感案件“重点监督”，通过人民陪
审员对不同程序、 不同类型案件的参与，提
高了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裁判结果的公信

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杜绝办案中的错误和
瑕疵。 2013 年，章丘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含
诉前调解）10229 件， 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
96%，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点。

“陪审员的话很朴实， 句句说到了我的
心坎上！ ”调解室里，重归于好的小夫妻对人
民陪审员景义哲表示感谢。 “庭前调解、上诉
约谈、案件执行，案件的每个环节都有我们
人民陪审员的身影，全程参加使我们更加了
解、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也让我们充分行
使监督权，确保案件公正。 ”景义哲介绍说。

章丘法院积极推动 “面上 ”监督向 “纵
深”监督延伸，将人民陪审员工作贯穿办案
过程的始终， 多触角实现对案件全程监督，
有效提升了办案效果。 主动邀请人民陪审员
参与案件庭前调解，让监督前移，发挥人民
陪审员的身份优势，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对
上诉案件，按照上提一级的原则，由院长和
庭长约请当事人进行座谈，并积极邀请人民
陪审员参加，使监督后延，对约谈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处理结果及时向参加约谈的人民
陪审员进行通报，从而形成由后向前的责任
“倒逼”机制，强化人民陪审员对法官公正审
判、廉洁司法的监督；扩展监督，积极尝试人
民陪审员参与监督执行工作，增加执行工作
透明度，促进执行行为的进一步规范。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监督作
用，我院从管理、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依
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各项陪审权利， 增强人
民陪审员的尊荣感和归属感， 激发其工作
热情， 杜绝陪而不审、 合而不议等现象的
发生。” 章丘法院院长刘玉庆介绍说。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

法院 ， 从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人民
陪审员成为该院一大亮点 。 济南
历下法院现有人民陪审员 80 人 ，
其中从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了 49 名
人 民 陪 审 员 ， 占 选 任 总 数 的

61.3%。 这一创新做法有效提高了
陪审质效 ， 大大促进了矛盾纠纷
的源头化解 ， 使调解和陪审两项
工作均得到了 “提速”。

2010 年， 两位 80 多岁的再婚
老人闵某和吕某因感情不和 ， 闵
某多次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 但
因房子及财产问题吕某一直不同

意 。 济南历下法院一审未判决离
婚 ， 闵某又诉至济南中院 。 吕老
太太声言如果判决离婚 ， 就要撞
死在法院 ， 要到上级有关部门上
访 ， 双方子女也为此大动干戈 。
后经刘永海和济南历下法院法官

耐心细致地疏导工作及跟踪调解，
两位老人最终达成离婚协议 ， 双
方对结果都比较满意 ， 避免了矛
盾的扩大与激化 。 10 年来 ， 刘永
海先后参与了 500 多起案件的审
理 ， 提出的意见没有被合议庭否
定过 ， 也没有当事人对他参与的
案件申诉过 。 他本人也先后获得
国家民政部 、 解放军总政治部
“全国先进军休干部 ” 、 “中国
‘小巷总理 ’ 之星 ”、 “济南市优

秀人民调解员 ” 等荣誉称号 。 仅
2013 年 ， 济南历下法院共新收各
类案件 7543 件 ， 结案 6734 件 ，
结案标的额 27.4 亿元 ， 审判工作
各项考核指标明显向好。

近年来 ， 济南历下法院接收
的新型疑难案件逐年增多 ， 法学
理论和审判实践均比较缺乏的陪

审员 ， 难免在一些案件中存在
“陪而不审 ， 合而难议 ” 的情况 。
而从社区人民调解员中选任的人民

陪审员， 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和
丰富的调解经验， 为提高审判质效
打下了基础。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
路街道办事处和平路社区党支部书

记、 居委会主任兼人民调解员刘永
海当选为历下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

员 10 年来， 在他参与案件审理过
程中， 特别注意做当事人的调解工
作 。 因为他的基层经验 、 社会阅
历、 工作威望， 当事人容易理解他
的话、 接受他的调解建议。

“这房子是我爸的， 你又不是
我爸的亲儿 ， 跟你有什么关系 ？”
“我妈嫁给你爸 20 多年 ， 本来就
是一家人 ， 这么多年 ， 有苦一起
吃了 ， 有福为啥不能一起享 ？ ”
2013 年 6 月的一天 ， 方某与郭某
因双方父母再婚过世后遗留的房

产纠纷 ， 在社区办公室门口闹得
沸沸扬扬 。 得知消息的济南市历

下区甸柳新村办事处甸北社区居委

会主任 、 人民调解员崔秋红拨开好
奇的人群 ， 语气温和而坚定地说 ：
“别吵了 ， 我给你们评评理 。” 于是
两位当事人被分别带进不同的办公

室 ， 两个小时后 ， 一场差点大打出
手的家庭纠纷化干戈为玉帛 。 多年
来 ， 这样的场景在崔秋红身上数次
发生 ， 已不足为奇 。 一脸慈祥又不
失干练的崔秋红幽默地说 ： “是人
民陪审员的工作改变了我看待问题、
调解问题的眼光。” 自 2005 年被任命
为济南历下法院人民陪审员 ， 2010
年又连任至今， 崔秋红除先后参与了
刑事、 民事、 行政等 670 多件各类案
件的审理外， 仅在社区调处矛盾纠纷
就达 1500 余件， 没有一件上交、 没
有一件上访。 事实证明， 从社区人民
调解员中选任人民陪审员， 减少了群
众诉累 ， 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法律意
识， 增强了百姓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能力， 减少了居民之间的矛盾纠
纷， 促进了社区环境的和谐。

从社区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人民陪

审员， 充分利用陪审员知民情、 解民
意、 有威望的优势， 以群众易懂、 易
信的语言解释法律， 劝导说服当事人
息诉止争， “双重身份” 使调解和陪
审两项工作均得到了正能 “提速”。

多年来 ， 凡涉及人数众多 、 社
会影响较大的刑事 、 民事 、 行政案

件 ， 济南历下法院要求必须有陪审
员参审 ； 同时 ， 在庭审中增设陪审
员释法环节 。 “既当陪审员 ， 又当
调解员 ， 汇聚法与情 ， 我两项工作
均得到了 ‘提速’。 最明显的是自己
形成了法律思维 ， 过去一些邻里纠
纷 、 民事分歧现在都能找到法律依
据了 。 加上多年来群众的信任和做
群众工作的经验 ， 对纠纷调解 、 普
及法律 、 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工作都
起到带动作用。” 济南历下区平安苑
社区居委会主任齐宝东对自己 “双
重身份” 带来的好处体会颇深。

济南历下法院从社区人民调解

员中选任人民陪审员这一做法 ， 得
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以及办事

处社区的普遍欢迎 。 2013 年底 ， 最
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一位领导到济南

历下法院进行专题调研 ， 对济南历
下法院从社区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人

民陪审员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院自 2013 年起提出了 ‘加快科
学发展 ， 建设一流法院 ’ 的目标要
求 ， 从社区人民调解员中选任人民
陪审员这一创新做法 ， 为 ‘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 目标的实现 ， 为实现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提供了优

质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 我们将坚持
做下去并不断完善提高。” 济南历下
法院院长张江涛表示。

4 月 18 日， 是 58 岁的济南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乔永欣忙碌而快乐的一

天。
上午 9 时， 她和法官李江、 宋芳一起，

开了一个物业纠纷的庭。 她仔细听了双方
当事人的诉辩请求， 不时记下自己的问题，
并且像法官一样， 在法庭上多次发问。 11
时 ， 法庭休庭合议 ， 她先发言 ， 从法理 、
情理和小区治理三个方面， 提出了被告不
能拒交物业费的三个道理， 赢得了法官的
赞许。 40 分钟后， 审判长敲响法槌， 她的
意见被采纳为合议庭主导意见。

下午两点， 她接受庭长安排， 主持调
解一起离婚纠纷。 做人的思想工作， 这可
是她以前在做企业工会主席时练就的真本

事。 她分头给当事人做工作， 从伦理到情
理， 从家庭到社会， 从亲友到孩子， 讲到
动情处， 她不自觉地以自己对婚姻的感受
作比喻。 2 个多小时过去了， 看到双方都有
些悔悟， 她顺势抱起正在旁边玩耍的 3 岁
孩子， 问到 “宝宝， 你想不想让你爸爸妈
妈一直陪你一起玩？” “想。” 孩子稚嫩的
回答， 让夫妻俩拥在一起哭成了泪人。 乔
老师开心地笑了。

晚上， 乔永欣在家中登陆市中区法院
卷宗远程查询系统， 重新阅读了自己参加
审理和主持调解的两起案件的卷宗材料 ，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 她通过电子评议系
统， 对法院的工作和自己的表现打了一个
大大的 “好” 字。

乔永欣的幸福体验， 不是专属于她自
己， 而是该院 125 名人民陪审员。 该院的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推动人民陪审工作
诗意前行。

市中区法院在人民陪审员数量倍增的

同时， 也追求质量的倍增。 为此， 该院加
强制度创新， 出台了 《关于加强人民陪审
员工作的实施意见》、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
判工作管理办理办法》 等， 对人民陪审员
的选任、 职能、 权利、 义务、 管理、 培训
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 如在陪审员
的使用上， 为了保障效果， 在随机抽取的
一般规定下， 更注重发挥每个人民陪审员
的业务专长技能， 例如： 在教育部门工作
的人民陪审员多让其参加少年法庭之类的

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 在妇联工作的人民
陪审员多让其参与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审理；
在行政机关工作的人民陪审员多让其参与

行政审判案件的审理。 在合议规则上， 特
别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 并且
独立发表意见、 最先发表意见， 解决了陪
而不审， 合而不议问题。

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案件， 经过了人民
陪审员的陪审、 监督和调解， 三个方面强
力焊接， 效果自然不一样。 他们年均参与
审理 4000 多件案件 ， 这些案件 ， 经过一
审、 二审， 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达到了 99%，
人民陪审员每人年均调解 34 件案件。 近年
来， 市中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
子， 每年都有一批在该院的最佳办案效果
实录榜中脱颖而出， 先后有 30 余人次的人
民陪审员获得该院最佳人民陪审员称号。

市中：
陪审功能的倍增效应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调解一起离婚纠纷。 梁 伟 摄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部分人民陪审员受到法院嘉奖。 梁 伟 摄

周伯云：本院立案执行的你与天津市名典贵族天使摄影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3）和民二初字第 239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向申请执行人支
付经济损失 625181 元、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及涉诉费用，并按照
2013年 5月 21日清点笔录的记载返还申请执行人涉讼房屋内
的全部物品。 限被执行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如到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二 Ο一四年五月六日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李学功：本院受理赵卿申请执行（2013）宝民初字第 218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宝执字第
781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等执行材料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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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龙博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松园电子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2012）宝民初字第 316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4） 宝执字第 1345 号案件执行通知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立即履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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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欧佳秀（身份证号码 433022197310250121）：本院在执行
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下列法律文
书：1、湘中房评字[2014]第 014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2、（2014）芙
执字第 55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3、（2014）芙执字第 55-1 号执行
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上述法律文书即视为
送达。 根据上述法律文书，你所有的权证号为 712053775 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 1088 号双水湾嘉园 3 栋 2801 号房屋评
估价值为人民币 667502 元。 限你在公告期满的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 （2012） 芙民初字第 298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 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你的上述房屋。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双峰铁建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刘涛：本院受理执行
王好平、喻勇与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车辆评估报告书。车号为湘 K46478的车辆
经湖南中康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其价值为 108000 元，并
于 2014 年 7 月 5 日前来本院选定拍卖机构。 本公告自公布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希望你们在本公告期内来宁乡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处理，逾期本院将依法予以拍卖。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彭秋生：本院执行的胡会敏、胡碧英、赵一博、赵建军、赵

强、马金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4）宁法执字第 00282 号、第 00283 号 、第 00284 号 、第
00285号、第 00286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向胡会敏偿还案款 75681 元
及债务利息，负担申请执行费 1035 元；2、向胡碧英、赵一博偿
还案款 98587 元及债务利息，负担申请执行费 1379 元；3、向赵
建军偿还案款 47089 元及债务利息， 负担申请执行费 606 元；
4、 向赵强偿还案款 156430 元及债务利息， 负担申请执行费
2246 元；5、向马金龙偿还案款 30870 元及债务利息，负担申请
执行费 363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吴友文：本院执行的黄立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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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宁法执字第 00244 号执行通知
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1、向黄立新偿还案款 61550元；2、向黄立新支付利息 16160
元；3、负担申请执行费 823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胡永银、邱玉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湘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因你等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6 日作出的（2013）雨法执字第
231-1 号执行裁定书及湘潭市锦宏价格评估事务所于 2014 年
4月 10日作出的锦宏价评[2014]第 11号价格评估报告，裁定评
估、拍卖被执行人邱玉玲所有的坐落于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
吉安路书香庭苑 A3栋 1单元 010101 室房屋一套，该房屋价格
评估结论为人民币：570 232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何朝辉、廖煌辉：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鲁铁永与被执行
人何朝辉、廖煌辉、毛四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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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岳法执字第 111-4 号执行通知书、
（2014）岳法执字第 111-5 号报告财产令 ,责令你们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本院（2013）岳民初字第 401 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本院报告财产。1、偿还申请执行人
鲁铁永借款 120000 元及利息；2、负担案件受理费 1690 元、申
请执行费 1700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
徐建萍、李文卫：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辉、杨辉、许志

红、丰建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四案，申请人林辉、杨辉、许志
红、丰建华申请执行（2013）汨民初字第 326、296、298、315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汨执字第 9-1、10-1、
12-1、42-1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执行
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汩罗市人民法院
朱志娟： 本院受理樊倩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现

向你送达评估报告书和选定拍卖机构通知书 ， 评估价格为
31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3日

内来本院 410 室选定拍卖机构， 否则本院将依法选定拍卖机
构。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谭斌：本院受理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担保追偿
权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湖南里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所
有的位于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德海花园内在房屋进行评估，现
已作出湘里评（2014）鉴字第 01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
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李春香： 本院执行的申请人邝良象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郴北执字
第 16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 3 日后，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
容。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吴炳太、余凤谊：本院受理李瑞祥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委托湖南远航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郴州同兴
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你们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劳动路 3号新世纪花
园 17栋 901号住房（产权证号：00032432）及房内遗留物品进行
评估， 现已作出湘远航 2014房估第 HP01025 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书及郴同资所评报【2014】第 0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
为房产价值 346046元，房内遗留物品价值 12600元。 本院依法
作出（2013）郴北执字第 102-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财产
予以拍卖，现公告送达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书及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上述
估价报告书内容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的，本院将择日依法对评估财产选择拍
卖机构进行拍卖。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彭金保：本院受理彭姣琳申请执行彭金保买卖合同纠纷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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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江永县人民法院

马立森、孙萍：本院受理（2013）周执字第 302 号黄刚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经本院委托淄博瑞晟房
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们所有的座落于淄博市周村区东

塘村居民区 12 号楼 2 单元 402 号(产权证号：06-0014650)的房
产进行了价值评估，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3 月 12 日，评估价值
为 194 500.00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及选择
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 经过 10日未提出异议，本院将按有关法律规
定依法委托拍卖机构对以上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山东]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东营市河口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 我院受理的薛春义、张

俊美与你、张守民、王民庆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依申请对房屋租
赁契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室随机确定专业机构。 逾期将依
法随机选择专业机构。 [山东]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科拉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班良民：本院执行的申
请执行人菏泽旭鑫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

科拉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 已依法扣划本
院诉讼保全的被执行人深圳市科拉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其

原法定代表人班良民的名义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观澜支行设立的银行账户内的存款 228831.41 元。 现公告
向你们送达本院（2014）单执字第 260-1 号执行裁定书。 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单县人民法院
朱玉成：本院受理成都市博通物流有限公司依据（2012）绵

民初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朱玉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4）绵执字第 16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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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动联系法
院。 自公告日起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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