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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讯息短波

与代表“掌上沟通”

夏津

设立袁敬华监督办公室
本报讯 9 月 2 日，全国人大
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袁
敬华的监督办公室在山东省夏津县
人民法院启用，夏津法院还为其开
通了互联网和法院内部局域网、审
判管理系统，以方便其更直接地接
触和监督法院工作。据悉，这在山
东省尚属首例。
袁静华表示：“我将充分利用
监督办公室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职能，切实履行监督职
责！”
（郑春笋 孙延晓）

新乡红旗

代表委员参与审务督查
本报讯 “敢于主动接受人民
的监督检查，说明法院的工作拿得
出手，经得起评价。”9 月 10 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河南省新乡市
红旗区人民法院审务工作督查时，
竖起了大拇指。
红旗法院审务督查领导小组专
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案件
当事人，组成人民审务督查组，对
全院干警作风纪律、规范开庭、窗
口接待、廉洁自律、便民措施等五
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广泛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
（景永利 陈思思）

代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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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吉林行 发言摘录

连城
本报讯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
院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与人大机关
及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得到了人
大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2013 年底，该院先后开通网
站、微博、微信，并积极向人大代
表推送二维码，代表只需轻松扫描
关注该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即
可方便地了解到该院的最新动态。
该院还在微信平台上开通人大意见
箱，建立人大微信联络表，收到人
大代表的建议、意见 17 次，极大
地方便了代表行使监督权力。截至
日前，该院通过微信发布工作信息
21 期，排期开庭 600 多条，发布微
博 408 次。
（陈立烽 李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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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梅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
主席、石家庄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党
组书记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东关
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首先，感谢最高法院组织的吉林行活动。我
感受到吉林无论是高院、中院，还是基层法院、
法庭，都很重视文化建设，比如我们在吉林高院
看到的法官长廊，我觉得非常好。让我感动的是
列席吉林中院的审判委员会时，看到法官绞尽脑
汁，结合受害人家属的意见、地域特征等多种情
况进行考虑。让我感叹的是吉林各级法院的司法
为民，他们让有理没钱的人也打得起官司。
我从事社区工作，致力于研究“社会治
理”，我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不出
社区。我们的工作和法律工作相辅相成，“社区
矫正”、“平安建设”等工作更是与法院工作有紧
密衔接。我们了解了朝阳川法庭的巡回法庭，希
望这样的法庭能更多地走进社区，也希望法院能
不断创新机制，发挥普法作用、助力社区矫正
等。

这次活动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学习和充实的机
会。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了解法院工作，
我带着很多的思考而来。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中，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加强，如何真正实现
“阳光司法”是我们法院应该多多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队伍建设搞得好是核心，信息化建设搞得
好是关键，文化建设搞得好是保障，吉林法院系
统在这些方面做得都有亮点。
建议：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对法官的培训力
度，提升办案能力和基本素质。同时提升法官待
遇，让他们能安心在岗工作。在推进我国民主法
治建设中，法院应承担一定责任，
特别要加大力度
进行法制宣传，
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此外，
一
些法条应随着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相应调整，
希望
可以建立推进此工作的协调及通报机制。

袁桂彬

曾香桂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纺织机械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市瑞丰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最高法院组织的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了解了
法院工作，还开阔了视野。吉林法院作为司法改
革的试点，各级法院无论硬件还是司法为民方面，
都做得很好，服务意识很强，信息化程度也很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基层法院的建设力度大；长
春中院设立志愿者服务窗口，
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可以让群众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
于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我认为这个做法值得推
广。我们在昌邑区法院见证了执行款发放，能感
觉到在执行过程中法官们做了大量工作。
提几点建议：提高法官待遇和社会地位，努
力解决法官的断层问题及案多人少问题，注重对
双语法官的培养。希望法院能够进一步加大对生
态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同时，加强以案普法的力度，推进我
国法治建设。

这次吉林行活动内容丰富，拉近了我们代表
与法院、法官的距离，感觉吉林各级法院的法官
们都很负责，很在状态，工作很到位。长春中院
设立志愿者服务窗口，我认为会对农民工解决法
律纠纷有很大帮助作用；吉林中院开启网上司法
拍卖，运用电子商务，是很好的举措，我们还旁
听了他们的审判委员会，旁听时我也在思考，感
觉法院很尊重人权，法官们发言时考虑得都很全
面、很严谨，法院的工作不断在进步；延吉法院
的速裁机制也很好，值得推广。
听了翟树全的报告，我感到他身上体现了法
律不是死的法条，而是活生生的。像他一样的基
层法官们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决问题，增强了百
姓对司法的信任。希望法院能给基层法官们更多
机会，加大对他们的培养力度，让他们发挥更大
能量。

蒋婉求

戴仲川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盐城市委主委、盐城市文联副主席、
盐
城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江苏省音协副主
席、
教授、
一级作曲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福建省委副主委、
泉州市委主委、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泰州姜堰

邀请代表旁听执行听证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姜堰区人民法院邀请部分区人大代
表旁听一起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
听证。
听证结束后，代表们对听证程
序等进行评议，对执行听证活动给
予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该院共邀
请人大代表旁听执行听证 6 次，取
得了良好效果。
（孙素华 黄倩云）

走进法院，情更浓了；走近法官，心更热了。
我感觉吉林法官的精神面貌特别好，
他们用法、用
情、用理、用智，把法送到田间地头，
践行着司法为
民，为平息社会矛盾付出了辛勤汗水。他们是学
者，是智者，也是仁者。有好元帅才会有好士兵，
有好院长才会有好法官，
可见从上到下，
吉林法院
的队伍建设整体做得都很到位。随着国家经济的
快速发展，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增加，
我们需要更多
有职业精神的法官。
我感受到吉林各级法院无论是物质文化、
理论
文化、
精神文化，
还是制度文化、
廉政文化建设都做
得很有特点，
非常好。我想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组织
这样的活动，
一路上我也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这
是我参加的视察活动中个人收获最大的一次。

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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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保荣：本院受理原告张鸿昌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荷城人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间为公告送达期满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周仕贵：本院受理苏州科鑫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遇节假日顺延） 在海淀法院东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西金永、郑德权、马金宝、北京燕山盛荣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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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世欣仁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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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证据、应诉通 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孙雷：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九时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三十分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25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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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祖庆选：我院受理原告北京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金林凯业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双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祖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庆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4） 通民 （商)初字第 12479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号]，现依法向你二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张家港市润利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双龙氧化锌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二被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应 厂、张家港市科大电工机械有限公司、王建国、王玲、周英、
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金建东：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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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本、举证须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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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砚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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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浙江宏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戚建萍：本院受理平安银行 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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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润飞：本院受理苏州科鑫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合议庭通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4 年 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12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西漕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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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陈守斌：本院受理原告罗伟深等 34 人诉被告蒋电、梁远荣 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及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34 件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黄金山：本院受理苏州科鑫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传票及 （2014） 佛明法荷民一初字第 427-1 号等 34 件案件的民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合议庭通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这是我第一次到外省深入、全面、集中地了
解法院的各项工作，几天走下来感觉收获很大。
吉林法院给我的整体印象是硬件很好，法官也很
敬业。
长春中院的诉讼服务中心，请有经验的律师
和退休法官做免费的志愿者服务，利用社会资源
为百姓提供司法服务，这虽然是小细节，但这么
小的地方中院都能提供，我觉得很难得，这个做
法值得推广。听了法官翟树全的事迹，我很感
动。吉林中院的网上拍卖，是通过信息化技术，
实现司法公开和公正，杜绝了暗箱操作，应该予
以推广。此外，我们旁听了他们的审判委员会，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们在会上的发言以及
对案件的分析都很到位。了解到延吉市法院是全
国模范法院，院长蔡松男是吉林省十佳基层人民
法院院长，这很不容易。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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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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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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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军、王希军：本院受理苏州科鑫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
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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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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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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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陶吕明、惠立：本院受理苏州科鑫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缺席裁判。
钱利华、张波：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
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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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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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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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赵海滨、赵新惠、张家港市海达电子有限公司、张家港市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宿迁市红烈实业有限公司、泗洪县红利来家具有限公司、
百寿药业有限公司、于菊兴、陈秀琴：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
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马鞍山红烈农业市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刘红烈：本院受理陆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合议庭通知书等 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及变
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更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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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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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假日
顺延） 在本院第 10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东浩 （启东） 针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家港市建宏针
郑明松、陈凤娟：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织服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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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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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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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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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塘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张家港创世贸易有限公司、李正才、张家港锦鑫投资担保 席裁判。
张春莲、浙江方源人造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方泰超纤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革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出资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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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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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沂金鹰美佳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春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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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
顺延） 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王红光：本院受理原告本溪市平山区融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陈刚：本院受理原告马祥诉被告天津中兴机电安装公司、
赤峰市巴林左旗建筑工程总公司、赤峰银联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第三人陈刚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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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李春雨：本院受理原告柴志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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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岱山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