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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博客
五年前，我成为法院宣传战线上
的一员，作为一个已有着多年社会工
作经历的人，当同事告诉我身边有很
多无私奉献的法官时，我嗤之以鼻，
想当然地认为是在作秀。我所从事的
宣传工作，也差不多是应付了事。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打动着我，不断地敦促
着我前行。
2010 年的夏天，5·12 特大地震已
过去两年了，
但作为地震的极重灾区，
青川仍然余震不断。那天，我跟随四
川省青川县人民法院法官罗伦信向一
起离婚案件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
天刚下过雨，路上有很多积水，
我们只能捡来石头填好水坑，以便车
辆顺利通行。车行没多久，余震就来
了，只看见山上的石头轱辘着不断地
往下滚，路边的行人吓得惊慌失措，
四处躲闪。没经历过那么大余震的我
也深感紧张，询问罗伦信是否可以改
天再去找当事人或通过邮寄的方式送
达。罗伦信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说当
事人等着呢，咱们不能言而无信。于
是，我们一边提防着时不时滚下的石
头，一边朝前走，差不多六个小时，
我们安全地到达当事人的家。
看着我们到来，当事人很是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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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他说自法庭判决他们离婚那天起，
他就难受着，准备不给我们好脸色看。
但看到我们那么艰难地过来了，觉得挺
不容易，什么气儿也消了。不仅如此，
他
还招呼老母亲为我们每人端来一碗热气
腾腾的醪糟汤。
那一天，喝着当事人家的醪糟汤，
看
着当事人的微笑，余震的后怕、
路途的艰
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回程，
当事人
坚持着要送我们，我们的眼眶都湿润了。
去年大年三十，我跟随四川省阆中
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张剑平到当事人
张明家中送执行款。
2011 年，张明受雇同镇居民邓勇拆
房子时受伤，
经鉴定为三级伤残，
案件经
一审、二审以及再审，
法院最终认定邓勇
赔偿张明各项款项近 15 万元。官司赢
了，但对方在给了一部分钱之后，
表示没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被迫中止执
行。
那天，外出务工回来的邓勇给张剑
平打来电话，称上午可以交清最后一批

执行款。张剑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
明，并表示在吃年夜饭前把钱送过去。
但一直到上午 11 点半，张剑平都没有等
来邓勇的执行款。眼看年夜饭的时间到
了，
为了不失信于张明，
张剑平到银行取
了自己银行卡里的钱，通过先行垫付的
方式，驱车 30 公里，送到行动不便的张
明家中。
当天下午，邓勇得知法官们没有赶
上家里的年夜饭，且自己垫付了执行款
时，
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当即将
钱送到了法院。法官们的年三十泡汤
了，
但从他们欣慰而又喜悦的眼神中，
我
读到了那份爱、
那份责任。
今年 6 月 12 日，我随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巴林右旗人民法院法庭的干警到
达林台嘎查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巡
回审理。审理中，尽管法官多方释法析
理，但被告还是担心原告会再找他要
钱。这时，
法官特木尔巴根站了出来，
他
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自己已经快 60 岁
了，不会说谎，若还是不相信，可当即立

下对这个案子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找自
己的字据。看着虔诚的老法官，被告方
感动了，
当即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事后，
特木尔巴根说，
要让老百姓信
任 自 己，首 先 得 做 出 让 老 百姓信服的
事。而这种信服，
就是法官的责任，
法律
的尊严。
这三名法官，其中两名已接近退休
年纪，
每每想起他们，
我都会感受到他们
面对当事人的那份情、那份信任。我常
常在想，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激发
着他们时时、
事事为当事人着想？
对于审判，
他们有
“瘾”
。法律，
作为
最低限度的道德，
不仅是一种制度，
更多
代表的是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对于
一个有法律良知的法官来说，他们的价
值观就是将法律信仰作为自己毕生的追
求，作为自己为社会公平正义尽职尽责
的理想与信念。正如特木尔巴根所说，
如 果 哪 一 天 不 办 案 子 了，真的会手痒
痒。开展审判工作，
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对于当事人，他们有“情”。群众利

益无小事，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把当事人的诉求当成最需要
办的事，这是因为他们对老百姓有
一种永不倦怠的深情。他们都曾告
诉我，
只要对当事人好，
他们就会理
解你，就会意识到你是真正地在帮
助他们，
为他们着想，
他们也会配合
你的工作。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
的喜怒哀乐，早已与自己的心连结
在了一起，
不离不弃。
对于家人，他们有“愧”。这三
位法官，都在基层法庭待过，最长
的，一待就是三十年。特木尔巴根
曾说，
每年的节日，
他都是跟法庭干
警一起过的，这种感觉很踏实。但
另一个层面，他们也与家人相聚甚
少，有的甚至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
知道。也曾有同事劝过他们，多找
点时间回家，但他们总以下一次为
由拒绝，转手又去办案子或写判决
书去了。
掩卷而思，回忆起与法官们打
交道的点点滴滴，我看到了老百姓
的微笑，看到了一代代法院人对法
治事业的追求。他们，似一盏盏明
灯，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市人
民法院）

自贸区法庭 改革“试验田”
里耕耘忙

□ 本报记者 王银胜
本报通讯员 王治国 李鹏飞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毫无
疑问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试验田”。
那么，作为置身于这块“试验田”里的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人民
法庭，怎样有效促进自贸试验区商事纠
纷解决，又怎样积极推动自贸试验区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形成？
5 月 27 日，随着“自贸试验区诉讼与
非诉讼相衔接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
启动，这个改革热土上诞生的年轻法庭，
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自贸区法庭应改革而生

自贸区法庭“呱呱落地”已经 8 个月
了。

自贸区法庭庭审直播现场与诉讼服务中心。
专业、改革的激情，碰撞在一起，迸发出
无穷的动力。
成立仅 10 天，自贸区法庭即迅速审
结第一案；精心审理案件，维护公平正
义；
围绕
“四项任务”
，
着力探索可复制、
可
推广的自贸区建设司法保障经验；
为商事
活动参与者提供便利多元纠纷解决方式；
利用微信等新兴传播方式，
“ 晒”庭审、
“晒”
文书，
更深更广地推动司法公开……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刚开始我没同意生产，
后来业务员
说出事她负责，正好当时公司业务较少，
我就同意了。客户一直没有提供知识产
权证书。
”
2014 年 4 月 24 日，一起知产侵权案
件在自贸区法庭开庭。这名“糊涂”的被
告，是佳华公司的负责人。2012 年 4 月 12
日，他们公司生产的遥控器在出口报关
时被海关扣留。经查，有 17.1 万只遥控器
标有“LG 及笑脸图形”，涉嫌侵犯 LG 公
司知识产权。2013 年 10 月 18 日，相关责
任人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刑并处罚
金。

送达执行文书
天津正天利进出口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凯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王淑兰、刘家宝、刘天成：本院受理的天津市
鑫鸣商贸有限公司诉天津正天利进出口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
津市凯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淑兰、刘家宝、刘天成企业
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天津市鑫鸣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 津高民二终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一中执字第 68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华翔钢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郭桂华：本院受理的张
亚东、刘艳霞诉山东华翔钢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郭桂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张亚东、刘艳霞申请执行本院
（2013） 一中民二初字第 55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4） 一中执字第 79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恒远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天津恒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3） 一中民三
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一中
执字第 168 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本院
（2014） 一中执字第 168 号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天津恒远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执
行人天津恒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3） 一中民
三初字第 9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一
中执字第 168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彬彬：本院执行 （2014） 思执行字第 2614、2615 号申请
执行人厦门丰创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彬彬确认合同无效
纠纷二案，因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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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执行字
第 2614、2615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执行案件告知书，责令你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履行执行裁定书确定的义务：依照生效的法
律文书，被执行人刘彬彬应将曾厝垵生鲜超市综合楼 （滨海商

富心振 摄

2013 年 12 月 3 日，LG 公司将佳华公
司诉至自贸区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60 万
元。
这是自贸区法庭受理的知识产权第
一案。
侵权产品并未流入中国市场销售，
原告诉请是否合理？审判长孙黎认为，
侵
权行为在客观上已造成涉案商标所承载
的商誉损失，
减少了市场份额。
由于原告
既未证明所受损失，
也未证明被告获利，
法院酌情判决佳华公司立即停止生产侵
权产品，
赔偿 10 万余元。
自贸区法庭审理的案件，用“前沿”
二字形容恰如其分。
其中，
多数涉及国际
条约的直接或转化适用、政策调整引起
的租赁纠纷等诸多新问题、新情况。对
此，自贸区法庭梳理并展开研究。目前，
已完成“涉自贸区民商事纠纷预测及应
对思考”、
“自贸区三资企业法律适用问
题研究”
和“自贸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
响与司法对策”等 3 个课题 3 万余字的调
研工作。
据介绍，自贸效应下区内企业数量
井喷，新增企业数已超万，达到过去 20
年的总和，这对商事纠纷的司法救济提

务公馆） 533、532 号房屋腾空归并还申请执行人厦门丰创投资
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潘洪涛、刘景华：本院受理申请人闫继成与被执行人潘洪
涛、刘景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2012） 九民初字第 218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对刘景华位于黑龙江
省嫩江县嫩江农场锦江小区 16 号楼 1 单元 102 室进行了查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查封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 日
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
浏阳市新里程包装厂：本院立案执行的吴跃红与浏阳市新
里程包装厂、浏阳市新里程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浏阳市新里程包装厂名下的位于浏阳市淮
川北正北路 87 号权证号为浏国用 （2007） 第 05522、第 05523
号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浏房权证字第 00037417 号房
产证下 （包括 0119、0121、0122、0202、0203、0201 号房）、
第 00037418、第 00061463 号房产证下的房屋以及权证号为浏国
用 （2007） 第 05522 号土地上的部分临时建筑。上述房地产已
委托湖南志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为
847.18 万元。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志成估字第 （2014） 第
0603PRA 号评估报告书和 （2013） 长中民执字第 00526-1 号执
行裁定书 （拍卖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内你厂可以就评估报告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地产。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小清 （男，1967 年 3 月 18 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
芙 蓉 区 八 一 路 149 号 310 房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102196703183030）： 本 院 在 执 行 湖 南 信 息 工 程 学 校 申
请执行唐小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书：1、湖南财苑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 湘 财 苑 评 字 （2014） 第 0005 号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 2、
（2014） 芙执字第 296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3、本院 （2014）
芙执字第 296-2 号执行裁定书；4、拍卖机构由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通过摇珠选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根据上述法律文书，你所有的湘 AQ5252 天籁

出了更多需求。浦东法院副院长曹洁表
示，
将用“审判”
、
“研究”
、
“创新”
、
“培育”
四个关键词打造自贸区法庭，从适应自
贸区对审判机构功能综合性、审判专业
化的需求出发，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
司法保障模式。

■提升司法便利化水平

成立伊始，自贸区法庭就以提升司
法便利化水平为导向，
健全和完善规范、
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和纠纷解决机制，
回应自贸试验区市场主体对权利救济便
利化的需求。
“来到这个窗口，
中英文的服务都能
享受得到，这些手册也能带给外国同事
看了。”前来咨询的外资公司法务 WEN⁃
DY LI（李雯迪）说。
自贸区法庭的诉讼服务中心有热线，
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 12368 诉讼服
务平台对接，
每天总要接到十几个咨询电
话；
有专窗，
承担联系法官、
办案进度查询
等十大职能，
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
最让自贸区内企业眼前一亮的，当
属精心准备的诉讼指南以及自贸区法庭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3日（总第6038期）
牌汽车的评估价为 49300 元。限你在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
履 行 （2013） 芙 民 初 字 第 2773 号 民 事 判 决 确 定 的 给 付 义
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拍卖你所有的上述汽车。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昌支行与被执行人王
丹、何盼盼合同纠纷执行案，本院 （2012） 芙民初字第 2629 号
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本院于 2014 年 5 月 7 日依法委托湖南龙人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王丹、何盼盼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银
杉路 459 号德润园小区二期润豪苑 6 栋 1503 号房进行评估。湖
南龙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湘龙评字 【2014】 05472 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确定估价时点 2014 年 5 月 16 日该房屋的评估总价
为 44.95 万元。被执行人王丹、何盼盼应在公告之日起十日
内，自动履行债务。否则，本院将依照 （2013） 芙执字第 9752 号裁定，拍卖该房屋抵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被执行人王
丹、何盼盼应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同时通知王
丹、何盼盼本公告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一 （如遇节假日顺延） 下
午 15 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512 办公室 （南栋一楼立案大厅
后面第二审判庭） 通过摇珠方式抽取拍卖机构。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李小琴：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长沙天心农村合作银行芙
新支行与你及陈丹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天执字第 1102-3 号执行裁定
书及湘锦房评报字 （2014） 第 14-A-302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该执行裁定书载明：对你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 82 号
3 栋 904 号房屋予以拍卖；该评估报告载明：你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赤岭路 82 号 3 栋 904 号房屋评估总价为 117.08 万
元，单价 6038 元/平方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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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信息集装箱

前行路上的领航灯

法庭：
一线报道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涵盖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
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保税区 4 个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 28.78 平方公
里。自贸区内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
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
项改革措施，
并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
岸业务的发展。同年 11 月 5 日，自贸区法
庭也挂牌成立。
新成立的自贸区法庭立即成为众人
瞩目的焦点。
与一般法庭不同，自贸区法
庭注定要迅速成长、担负重任。
“聚焦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
着力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为国际化、法治化的自
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
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成立仪式上，浦
东法院院长郭俭如是承诺。
成立 7 个月来，自贸区法庭共收案
243 件，其中投资贸易类商事案件 204
件，金融案件 14 件，知识产权案件 15 件，
房地产案件 9 件。
“新类型”、
“疑难”、
“独
特”，成为这些案件共有的标签。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点，自贸区法庭
仅有 4 名法官、2 名书记员。庭长包蕾是
国际法博士研究生，副庭长孙黎曾至荷
兰留学，另外 2 名法官也是国际法专业
硕士。年轻的团队、丰富的经验、精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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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网。中英文版本手册专门介绍自贸
区法庭收案范围、起诉条件及需提交
的材料、诉讼流程等，
特别契合自贸区
内外资企业多、外国人多的情况。
难怪
WENDY LI 看完后赞不绝口。
而自贸区法庭专网也在紧锣密鼓
地设计当中。
包蕾说，
这个网站将集流
程公开、在线诉讼服务等于一体，
并将
典型案例中英双语发布，实现“一网”
可知上海自贸区司法环境。
“四个载体”构建诉讼服务便利
化，
“一套机制”则打造了纠纷解决便
利化。5 月 27 日，随着自贸区商事纠纷
诉讼与非诉讼解决衔接机制启动，上
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作为首家协作单
位进驻。
这意味着，
自贸试验区内发生
的商事纠纷诉讼案件将可通过非诉讼
调解方式，
快速、便捷、公正、有效地得
到解决。
发布会上，自贸试验区企业代表
感谢法院急市场所急，
想企业所想，
认
为“这一机制的启动运行，
进一步增强
了企业深耕自贸的底气和自信”。

【法官感言】

法官进社区当“五员”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内蒙古
自治区凉城县人民法院法官经常
前往社区的法律服务工作站，化
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一是当好调解员，对社区邻
里及婚姻家庭等纠纷进行诉前调
解。
二是当好宣传员，
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
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
三
是当好联络员，细心做好民意沟
通，
搭建法院与群众交流平台。
四
是当好指导员，
热心指导社区人民
调解组织调处民间纠纷。
五是当好
讲解员，
开展审判进社区活动，
选
择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案件，
公开
审理，
以案说法。 （刘建文）

鹤壁鹤山

设便民巡回审判点
本报讯 河南省鹤壁市鹤山
区人民法院针对辖区内多是山区
的实际，
在姬家山乡的姬家山村、
张家沟村，
鹤壁集乡的前蜀村、西
马驹河村、石碑头村设立了 5 个
巡回办案点，老百姓不仅可以在
家门口开庭、观摩庭审，
还可以等
待上门立案，可以不出家门就把
纠纷解决。在巡回审判点的工作
中，该院总结出“一二三”工作方
针，即每个巡回审判点设置一名
联络员，
发放便民卡、审判监督信
息卡两卡，每月巡回审判不少于
30 件。
（王新刚）

乌兰察布集宁

多措强化为民意识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采取四项
措施强化司法为民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水平。一是完善诉讼服务
中心立案、咨询、信访接待、诉讼
服务等“一条龙”服务制度。二是
构建巡回审判、定点办公与调执
机制相结合的“三合一”
便民利民
模式。
三是积极搭建送法进学校、
进社区、进乡村阳光司法平台。
四
是狠抓审判提速和均衡结案，将
办案期限、结案率、速裁率、调撤
率、兑现率等质效指标纳入绩效
考核。
（王鸿刚 焦日清）

杞县

■朱 俊——
自贸试验区的问世和自贸区法庭
的诞生，让我的法官职业生涯迎来了
新机遇、
新挑战。
面对自贸试验区全新
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要肩负起为改革
护航的重任，不断完善自我知识结构
和提高业务素养，
善于化解争议，
勇于
创新机制，
积极探索和形成可复制、
可
推广的自贸区司法保障经验。路漫漫
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吴 琦——
是荣耀，更是责任；是信任，更是
使命。
身为自贸区法庭的法官，
我们倍
感自豪，
也深知重任在肩。
回应历史呼
唤，承载时代厚望，我们有幸亲历着、
见证着改革“试验田”的建设发展，更
要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为自贸试验区
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添砖加
瓦，
在不懈的坚持与努力中，
向世界展
现自贸区法庭与法官的风采！

湖南天翼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危庆康、危威、危况、程佩
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剑红、赵德财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十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岳恢执字
第 00462-6 号、（2011） 岳执恢字第 00094-1 号、00790-1 号、
00999-1 号、01000-1 号、01001-1 号、01017-1 号、（2012）
岳执恢字第 00111-1 号、第 00289-1 号、00454-1 号、00502-1
号、00614-1 号、00663-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胡欲晓：本院受理刘守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第二周的周一 （节假日顺
延） 下午 3 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栋 1 楼第二审判庭网络
摇号确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将依法摇号选择评估、拍卖机
构。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朱艳新、谭新平：本院受理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攸法执备字第 379-1、379-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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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委托相关部门对你们所有的位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文
化路锦江名园 D3-1 栋别墅进行评估、拍卖。
[湖南]攸县人民法院
陈义、李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肖放军、谢合英申请执
行你们湘乡市人民法院 （2013） 湘法民一初字第 1026 号民事判
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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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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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人民法院
谢利长：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谢解放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谢解放申请执行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
院 （2013） 新民初字第 675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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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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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人民法院
何小华：本院在执行周久桂与何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周久桂申请对被执行人何小华所有的位于汉寿县龙阳镇建

凉城

打造“便民直通车”

本报讯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
院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加大对涉
农案件的巡回调解力度，全力打
造“便民直通车”，最大限度做
到便民、利民、为民，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图为 7 月 2 日，该院
于镇人民法庭法官对一起涉农案
件进行田间调解。 （李 冰）

设西路面积为 155.99 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 （产权证号：20070
产权证私字第 2646 号） 进行评估、拍卖，本院已依法准许。现
依法公告通知你参加社会中介机构选择。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期满后次周一到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
机选评估机构。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予以处理。
[湖南]汉寿县人民法院
周法龙、白金蓉、邓旭、孙杰群、钟卫东、高金阳：本院
受理申请人祁阳县众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与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四案的 （2013） 祁民初字第 2588、2533、2589、
2232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 （2014） 祁执字第 145、147、148、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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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唐慧君、孙巧英：本院受理申请人祁阳县众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 （2013） 祁民
初字第 99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4） 祁执字第 146、
146-1、146-2、146-3、146-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沈红杰、张久英、周月钦：申请执行人王卫国与被执行人
沈红杰、张久英、周月钦民间借贷纠纷 （2008） 方执字第 2 号
一案，本院已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书，被执行人应当履行 （2007） 方民一初字第 82 号民事调解书
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沈红杰、张久英、周月钦仍拒不履
行，本院现已依法变卖了被执行人沈红杰所有的位于怀化市鹤
城区铁北路 7 栋 401 号住房一套 （产权证号为 00009995）。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被执行人沈红杰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前迁出怀化市鹤城区铁
北路 7 栋 401 号住房。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中方县人民法院
廖有良：本院受理邱小栏、周建国申请执行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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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