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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走访代表委员

自贡大安

多渠道收集民意
本报讯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人民法院通过“送法五进”
、
“法院开
放日”等活动，积极开展民意沟通工
作，
实现了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在
“两会”
期间，
该院收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意见和建议，平时则以
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收集基层组织和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从广播电
视、报刊、网络等传媒上收集意见和
建议。在审判工作，
对涉及专业知识
的案件，
组织专家、
学者进行研讨，
征
求其意见和建议。
（周振宇）

浦城

“四化”接受人大监督
本报讯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
院积极构建走访常态化、监督制度
化、办理规范化、汇报经常化的工作
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信力的
提升，受到人大代表广泛好评。由
七个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走访联络所
在片区的人大代表，向代表报告法
院的工作及开展的相关活动，并建
立联络登记事项；各小组每季度至
少走访二次人大代表，形成走访常
态化。认真办理好人大代表的建
议、议案，近年来，人大代表建议、议
案办结率达 100%，满意率达 100%。
（季清惠）

德州

代表委员旁听减刑假释案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德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德州监狱对监管部
门提请减刑、假释的五件案件，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
并邀请了10多名市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全过程。
自今年 6 月 1 日起，为切实消除
公众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的
神秘感，市中级法院对假释案件和
对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有异议且
影响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案件，一
律公开开庭审理，并积极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 （郑春笋 李 峰）

□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桂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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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雪兰：
“ 名茶之乡”飞出的金凤凰

永昌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永昌县
人民法院组织院领导班子成员，分
别前往辖区城关镇、河西堡镇、朱王
堡镇、红山窑乡、姚寨村、下四坝村、
沙窝村以及永昌县培霖化工公司，
走访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
地乡镇及村社干部和部分群众，通
报了法院目前在执法办案、队伍建
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现场征求他
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对征求到的 12 条意见建议，永
昌法院将认真研究，并将落实情况
逐一答复代表、委员，让审判更加公
正、高效，
切实维护百姓利益。
（马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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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道路，踯躅着她蹒跚的脚步；甘甜的山泉，洗不尽她疲惫的身影；致富的产业，离不开她勤劳的双手……
她把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让群众信心百倍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她，就是全国十二届人大代表、广西壮
族自治区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祝雪兰。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
有“中国名茶之乡”之称的山坪
村，是一个瑶族同胞聚居村，
地处偏远
山区，村内 100 户近 500 人分成 10 个
村小组散居。2008 年，祝雪兰上任
该村党支部书记，成为苍梧县唯一一
位女村支部书记。她意识到，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才是硬道理。
针对山坪村山高谷深、云雾萦
绕、土地肥沃、宜茶宜林的特点，祝
雪兰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六堡茶、八角
林、杉木林。在她的推动下，山坪村
成立了三个茶叶专业合作社，种植六
堡茶的面积也由原来的 100 亩发展到
了现在的 900 多亩，每年产各季六堡
茶 4000 多斤。杉木林有 300 多亩，八
角林 5000 多亩，村民的腰包渐渐鼓
了起来。
原来，出入山坪村的是缠绕在群
山之间的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这里
的瑶胞祖祖辈辈肩挑驴驮，生活十分
艰难。
“要致富先修路，已成为我们瑶
族同胞的共识，山里的宝贝卖不出
去，我急啊！”祝雪兰多次跑市县两级
有关部门，找领导、诉艰难、争项目，
诚
心和决心终于换来了项目。为了节约
资金，办更多的实事，
她带领全村青壮
年齐上阵，发扬愚公精神，
开山、挖土、
铺路，把一条条致富路修到了瑶胞的
家门口。
如今，该村九个组的通组村路 30
多公里已经全部修通，修建通往六堡
镇的水泥路所需的 400 多万元项目资
金，也在梧州市政府的支持下全部到
位，年内将能修通。
“修好了路，我们 赶 个 集 都 方 便
了许多 ；拉个水泥、砖块的 ，再不 用
驴驮马载人背了，种的六堡茶、八角
和杉木也可以拉出去卖钱，不会再堆
着烂掉。
”山坪村石牛组的瑶胞陈强超
说。
然而，祝雪兰并不满足，
她又带着
瑶族群众，建设人畜饮水工程和村卫
生所、改善村委办公条件和学校基础
设施、加强与各民族交流合作......村
民们一步步向着幸福生活稳步迈进。
祝雪兰也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获得全
国、全区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女
能手、民族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

□ 王

海南西洋镍铁合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海南省石碌钢铁
厂为与你公司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海南恒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中稷大堡高镍材料有限
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立案审查。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4） 民二终字第 172 号应诉通知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李铁、张玮：本院受理高长生诉李铁、张玮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27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王永明：本院受理李静诉你、第三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
中心石景山分中心、北京实兴腾飞置业发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限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
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于福海：本院受理原告李瑞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牛子龙：本院受理原告孟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十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裴绍明：本院受理刘广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祝雪兰 （右） 向苍梧县法院陈文萍院长介绍六堡茶种植情况。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我当了 18 年村干部，6 年村支书，出山
以及通往各组的道路修通后，这辈子
我就没有遗憾了。”43 岁的祝雪兰，瘦
削的身材，饱经风霜的脸上爬满了与
年龄不相仿的岁月痕迹，但是身板很
硬朗，坚毅的眼睛里写着山里人特有
的朴实敦厚。

“群众的信任成了我的动力
之源”
“人大代表不应该仅是‘握握手、
拍拍手、举举手’
，而要尽职尽责，
不能
辜负人民群众对我的信任。”
谈起当代
表的体会，
祝雪兰有感而发。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祝雪兰开
始以为只是一种荣誉，
开会时发言少，
甚至不发言，成了“哑巴代表”。当她
了解了代表的神圣职责后，
暗下决心，
一定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参政议政

能力。
《人民代表报》、
《人民法院报》她
每期必读，
还自费订阅中国人大、半月
谈等，
积极参加人大组织的培训班，
学
习法律法规和市场经济知识，日渐成
熟了起来。
今年两会，祝雪兰希望能修好另
外一条路——将“信息高速公路”
延伸
到乡村，缩小城乡数字差距。随着产
品的外销，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可
有时候品牌不够响、价格不透明等，
也
让不少村民吃了亏。于是，不少村民
就开始购买电脑、智能手机，
学习如何
网上销售农产品。
可是，宽带却没进村。
“ 在不少地
方，信息高速路的建设竟然跟不上农
民的思路。”祝雪兰调查后发现，近年
来，许多地方农村信息化建设仍然存
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等问题。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信息消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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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
程和宽带乡村工程，鼓励电子商务创新
发展。
为此，
祝雪兰建议，
加快农村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
加速宽带向农村地区延伸，
政府补贴农村宽带资费，实现宽带村村
通，
户户用得起。同时，
对农民开展电子
商务免费技术培训，探索农村农产品电
子商务平台建设，让农民跟世界连接起
来、富起来。
祝雪兰还以代表交流为平台，针对
山 坪 村 高 海 拔 的 特 点，主动联系驻梧
州 市 的 另 一 位 全 国 人 大代表、梧州市
中 恒 集 团 董 事 长 许 淑 清，扶持村民种
植 中 草 药 —— 苦 玄 参 。 现 已 试 种 40
亩，并与中恒集团签订购销合同，为村
民们补助种苗，探索另一条致富的新路
子。
“当人大代表的这几年，
群众的信任
成了我的动力之源。
”祝雪兰说。

“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
作，有助于把心里的疙瘩解开，大家
和睦相处。”对于法院的工作，祝雪
兰这样认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旦
发生矛盾，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对
的，即使打官司判决了，有的人可能
也 不 服 。 祝 雪 兰 说 ：“ 我 们 地 处 农
村，农民了解的法律知识较少，遇到
纠纷有时难以分清是非。因此，我们
经常请苍梧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到村里
来普法，宣传法律知识，给老百姓解
疑释惑，村民们的法制意识明显提
高，村里从来没有村民因为纠纷闹到
法院，矛盾在村里就能解决，是名副
其实的无诉村。
”
苍梧县人民法院院长陈文萍到村
里征求意见建议时，祝雪兰还与她共
同探讨学生“宝”护营的做法。
“希望法院能够多派法官进学校
宣讲安全知识，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
法治宣传，帮助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
全意识、自护自救意识，掌握自护自
救技能。
”她告诉记者。
目前，村里外出打工人员比较
多，孩子都是和爷爷奶奶生活，如何
安慰他们幼小的心灵，成为社会关注
的问题。她建议，法官应针对青少年
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以谈心交
流、案例辅导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
辅导，以法析理，定期沟通，为国家
的未来筑牢“宝”护营。

徐波：省人大代表的陪审“初体验”

洁

9 月 11 日上午，浙江省舟山市定
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诈
骗案件，邀请浙江省人大代表徐波担
任人民陪审员。这是该院吸收人大代
表参与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以
来，省级人大代表首次参与案件庭
审。
“第一次当人民陪审员，不知道
是兴奋还是紧张，昨晚一晚上没有睡
着。”徐波一大早就赶到了法院。她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把心里的疙瘩解开”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浙江海洋学
院人文学院的教授。
这位当了几十年老师的人大代
表，一言一行都在践行着“以身作
则”
、“为人师表”的宗旨。面对陪审
这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徐波在庭审
前认真“备课”，反复查阅案卷，掌
握案件基本情况、证据种类、争议焦
点，还就如何有效发挥人民陪审员作
用的问题，请教律师等专家学者，并

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
的第 2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李春磊：本院受理原告李云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2014 通民初字第 12301 号民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刘冠松：本院受理原告宇文德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十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徐思华：本院受理安徽宁国江南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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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 （遇
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景怀、王秀红、福建省南安市景红石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吕培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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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
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叶永玲、深圳市纺织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香港协利维修公司申请对
被申请人深圳协利汽车企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案件，案号
为 （2014） 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 14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通过电话多次与案件主审法官沟通，生
怕自己的一点点错误会影响庭审。
徐波到达法院时，离开庭还有一个
小时。她马不停蹄地找到法官，从包里
掏出自己准备的一大叠资料，就该案存
在的疑问，作进一步沟通。
“你什么时候得知安置房不对外销
售的，对二被害人讲过吗？”庭审过程
中，徐波就案情连续发问 11 次，并就
案件庭审情况与审判长多次交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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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副本、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通知书、
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举证通知书、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权
利义务告知书、听证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指定举证
期限通知书、证据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30 日。开庭时间定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4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十九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
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湖南苏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李光：本院受理王光耀诉你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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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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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楼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博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产实业 （吴
江） 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江苏省博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江
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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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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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13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第 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泉州市长海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苏荣树、许水丽、郭清
栋：本院受理营口龙港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诉你海运集装箱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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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法官查清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及其他
量刑情节。
因案情较为复杂，合议庭决定休庭
后择期合议、宣判。庭审结束后，旁听
案件人员以“思路清晰、发问有力”、
“很有逻辑 ”等，对徐陪审员的 “首
秀”给予了好评。
当问及徐波代表的陪审感受时，徐
波首先表达的是对法官的赞赏，她说：
“主审法官虽然很年轻，但对庭审的驾

上午 9 时在本院鲅鱼圈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大连海事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蓝秀茵：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秦雪梅与被申请人宋若诗、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民申字第 1410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沈阳宏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窦剑光、李小冰：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李树壮与被申请人廖信雄、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民申字第
1299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新城市 （中国） 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上海
复旦光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中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民申字第 66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市港龙国际海运有限公司、亚财同星投资管理 （上
海）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杭州萧山国贸大厦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你们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案件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4 年 11 月 26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陈宏义：本院受理湖南省生元律师事务所与你法律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州民二终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沈明达、苏州工业园区敦煌铸业有限公司、苏州易亨塑胶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仝海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吴甪民初字第
124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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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驭能力很强，对庭审控辩双方的引导不
偏不倚，展现出良好的庭审风貌，我们
的意见沟通也很顺畅。”同时，她还就
庭审的技术保障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
议。
随后，徐波在定海法院院长赵晖的
陪同下，观看了法院信息化成果演示。
徐波深感兴趣，表示此行不虚，将积极
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让更多的人理
解支持法院的工作。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陆秋蓉、陈福军、苏州卓尚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太仓市娄江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太商初字第
0064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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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杨凤英：本院受理万春华诉你、杨保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南民初字第616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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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杨波：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诉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新民初字第 4296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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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
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
孙继会：本院受理原告高晓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定民初字第 298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堡自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
姜立明：本院受理原告王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定民初字第 265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堡自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