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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 陪审
“女匠”的
“瓷艺活”

□ 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 徐培珍

福建省德化县享有陶瓷圣地的美誉，
出产的瓷器以
“明如镜、
白如玉、
薄如纸、
声如罄”
著称。
受陶瓷文化影响，
该地讲究做人底蕴
要如胎体釉质
“如脂如玉”
，
做事勤勉缜密就像烧瓷要掌握火候
“炉火纯青”
，
而后自然会有一股
“丰腴温润”
的神态风貌，
这也正与福建
省德化县人民法院 14 名女人民陪审员们的司法理念不谋而合。
2014 年，
德化县人法院完成陪审员倍增计划后，
女陪审员总数上升到 14 名，
占人民陪审员总数的 23.7%，
她们陪审案件的案件数
却达到陪审员参审案件总数的近一半，
达 49.3%，
俨然成为德化法院息诉化讼的
“塑胚工”
“
、彩绘师”
“
、验胚家”
。

我曾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五
年前，从幼儿园园长的岗位上退休。
2010年初，
我被苍溪县人大常委会任
命为人民陪审员，
接过红色聘书的时
候，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我，
如
学生从老师手中领到奖状般兴奋。
人民陪审员对我来说是一个全
新而神圣的岗位。能够与法官一起
坐在审判席上行使审判权，在亲身
感受法律的崇高和威严的同时，心
中又总是战战兢兢，深感自己法律
知识的欠缺。通过自身勤奋研习法
律，以及法官的传帮带，我很快从
“门外汉”成为一名在法庭上、在案
件评议时、在会见当事人的过程中，
敢于提出观点、发表意见、面对面做
当事人教育疏导工作的陪审员。
在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中，我经
常会要求双方当事人客观冷静分析
纠纷矛盾产生的根源，主动从自身
查找原因，引导双方寻求解决问题
的最佳途径和办法。每当看到夫妻
和好、兄弟拥抱、朋友握手，我都有
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我最关注的还是涉及到未成年
人的案件，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的
案件。
凡是这类案件，我都会和法官、
孩子读书的学校及他们的家长一道
制订帮教方案，建立帮教档案，
跟随
法官参与对孩子的跟踪帮教。
通过与
孩子交流，帮助他们摒弃恶习，重拾
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通过与家长沟
通，教育他们如何对待犯错的孩子；
通过与学校、
社区座谈，有针对性地
制定适合每一个孩子的矫正措施。
五年来，我和法官一起到监狱
回访帮教 56 人次，购买赠送书籍
200 余册，帮助 7 名刑满出狱的孩子
找到工作，让 8 名罪刑轻微的孩子
重新走进校园。
我常常收到孩子们的信，有来
自监狱的，有来自学校的，有来自务
工地点的，在信中孩子们不只是表
达他们对过去错误行为的忏悔，
对法
官和陪审员的感激，
更多的是想表达
“浪子回头”
的决心。
看着字里行间孩
子们的真情流露，
一种被信任的幸福
感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同时袭上我
的心头。
在我和苍溪法院法官的积极倡
导下，
2011 年底，
苍溪县组建了由退
休教师和在职法官组成的
“法制宣讲
团”，我担任团长。三年多来，我和法
官们一有闲暇便到街道社区、
农村居
委会、中小学校举办
“法制大课堂”，
每一次讲课的内容都是把法律与一
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相结合，大家
都愿意听，效果也很好。
（何 伟 孟益松 整理）

“家事塑胚工”：
“打磨”妇女维权制度
近日，德化法院联合县综治办、
公安局、妇联等 7 个部门建立反家庭
暴力协调小组，着力加强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工作。与此同时，该院正在
加紧筹备设立家事审判法庭。而这一
切，都源于一份特殊的“禁止令”和
家事纠纷陪审“专业户”黄金梯的一
个信念。
“那是去年 3 月份陪审的一个离
婚纠纷，我还清楚记得初见阿秀 （化
名） 的场景：双眼红肿淤青，脸上也
青一块紫一块的，撩起袖子，很明显
可以看到双臂上有新的旧的一大片瘀
伤……”在妇联工作了十几年，并且
主要陪审家事纠纷的黄金梯每次谈到
她陪审的这个案件都不胜感慨，“当
时我就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我一定
要帮她！
”
她和主审法官林清源一合计，决
定尝试发布“人身保护令”。
“法院之前都没有这个先例。其
实在法院受理的离婚纠纷中，原告口
头或者书面反映存在家庭暴力的占近
3 成，但是当事人举证较难，法院很
难认定并进一步作出应对。阿秀的遭
遇让我们意识到，加强反家暴工作刻
不容缓。
” 黄金梯对家事审判、反家
暴工作颇有心得。
在德化法院和妇联的共同努力
下，该县第一份“人身保护令”起到
了良好效果。但“保护令”毕竟是静
止的纸质禁令，如何在全县形成“合
力”督促被申请人遵守？怎么让更多
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受到“保护令”的

□ 郭艳芳
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在人民陪
审员数量实现倍增的基础上，着力提
升陪审工作，截至 12 月 15 日，人民
陪审员今年参与诉讼工作 537 人次，
其中参审案件 152 件，参与调解 216
人次，普通案件陪审率达 100%。

选拔挑到精处
“各位都是经过千里挑一，层层
选拔出来的‘无袍法官’，希望你们
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对
法院负责的态度，在今后的审判工作
中认真工作，维护司法尊严。”吉安
法院院领导在新任陪审员 见 面会上
说。
自启动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
选任工作，该院在广播、电视、报
纸、网站广泛推广，走访了 18 个单
位征求意见，从行业、年龄、知识等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姚术龙：本院受理原告赵俊全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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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山法院第 117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温国利：本院受理高子贵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相关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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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兰州英和商贸有限公司、兰州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贾仲瑚、贾仲莲：本院受理厦门国际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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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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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西漕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北京紫名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北京紫名都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绍奇、林晋与你们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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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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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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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上海荣灿贸易有限公司、苏州韩博厨房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广西南宁桂景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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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法院人民陪审员邓瑞明在法庭上陪审案件。

邓瑞珊 摄

庇佑呢？
土，如果不去推动落实，就像不去打
为此，德化法院出台 《关于开展
磨塑型，终归只能是一堆泥土。”也
“反家庭暴力”工作实施方案》。黄
正是如此信念，让黄金梯不懈努力。
金梯也没闲着，充分融合妇联本职
：
工作和家事纠纷陪审的机会，拉家 “生态彩绘师”
常、开讲座、搞宣传，把妇女自我
专业画就瓷都绿意盎然
维权意识、反家暴工作“推销”得
有声有色。截至 2014 年 12 月初，德
德化县是一个生态大县，全县森
化法院发布“人身保护令”18 份，
林覆盖率达 77.3%。2010 年以来德化
通过走访发现，无一被申请人违反禁
法院共受理涉生态民事、行政、刑事
令。
案件 107 件,与案件量大、权属确认
“再好的制度举措就像上等的陶
难、情况复杂、敏感性强等特点形成

对比的是，连续四年来德化法院审理该
类案件服判多、上诉少、无群闹。
“我有好帮手啊，就是我们县林权
办中心副主任邓瑞明。”德化法院生态
资源庭庭长张延胜说，邓瑞明虽然年纪
轻轻，但对林权流转等各项工作了如指
掌，对县内的红豆杉、桫椤、楠木等各
种重点保护植物如数家珍，而且对陪审
涉生态案件很有经验，在踩点、勘察、
送达、调解等工作中，是一把不可或缺
的好手。
张延胜还介绍了一个最近刚审结的
案件：2013 年 9 月，被告人张某盛等三
人共同盗采楠木 3 株进行出售，在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两个鉴定机构先后
出具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鉴定意见：第一
份认为送检标本属于樟科润楠属树种，
不全属于禁伐的树木；第二份则认为送
检标本属于闽楠，属于国家Ⅱ级重点保
护植物。
“第一份鉴定意见有问题，如果根
据树干样品与樟科木姜属的大果木姜木
材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树枝样品符合
樟科润楠属树木的枝、叶形态特征，就
认定送检的树木样品属于樟科润楠属树
种，这不科学。”邓瑞明很快发现其中
的问题。
见张延胜没听懂，邓瑞明拿笔列出
几个名称及其关系，这下就一目了然
了：树干是樟科木姜属+树枝是樟科润
楠属=树木是樟科润楠属，类似于“1+
2=2”
，这不是不科学吗？
推翻第一份鉴定意见书后，邓瑞明
和张延胜专门到现场查看比对，认定第
二份鉴定结论无误，后对几个被告人进
行定罪处罚。
邓瑞明以她的专业和真诚，给生态
审判带来了绿色生机。

“版权验胚家”：
查明事实更具优势经验
今年 11 月 15 日，人民陪审员徐海
燕任职的福建省泉州市顺美集团有限
公司在第七届中国版权年会上获评
“中国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徐海燕
带着笔者走进她一手策划的顺美陶瓷
文化生活馆。
她边走边介绍说：
“公司每年开发
各种新产品3000件以上，
每件均申请了
版权登记，
现在整个生活馆有样品十几
万件。
”走到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郑燕
婷创作的《牡丹瓷花——洛阳红》跟前，
她驻足沉思，
回想起前两个月陪审这起
版权纠纷案件的场景，
“郑燕婷大师花
费大量心血创作牡丹瓷花系列作品，
侵
权人假冒仿制成本低、
速度快，
对权利
人危害极大，
应该严厉打击。”
最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该纠纷
以一种圆满的方式解决。
“权利人和侵
权者达成使用许可协议，并约定质量
标准和最低销售价格，实现了价值的
最大化，是‘以保促用’审理理念的生
动体现。
”徐海燕说。
谈到陪审的收获，
徐海燕接着说：
“以前很少同法院打交道，
现在有了这
个平台，我将陪审知识产权案件的经
验和发现的问题反哺到企业管理，使
公司运营多了一层法律思维。”
“借用行家里手的经验、智慧，对
事实问题进行分析研断，协助法官把
握专业方向，
并提供专业意见促和解，
能有效弥补法官相关专业知识的缺
陷。”德化法院院长洪志强表示，专家
陪审员的参与，也有利于拓宽司法公
开的渠道。

精、
深、
细、
实：
吉安陪审工作的
“过人之处”
方面认真比对，严格筛选，选出 22
名陪审员。
此次选任的陪审员来自全县 19
个乡镇，他们当中有的在基层工作
多年，熟悉风土民情；有的在农林
建筑等单位工作，专业知识扎实；有
的在行政调解职能部门，实践经验丰
富……严格准入、细致全面的选拔标
准，保证了陪审员队伍的“战斗力”。

技能学到深处
“文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能否在判决中对其价值予以确认
呢？”今年 7 月 11 日，赣南师范学院
曹贤信博士应吉安法院邀请前来授
课。陪审员们听得十分认真，受益匪
浅。
该院以“法官自主选学”为平
台，邀请陪审员参加专业讲座的学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三楼 13 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常州新区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花勤生、裴玉芳：本
院受理王玉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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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合议庭
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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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洪光召、赵书红、刘玉庆、洪胜：本院受理江苏公信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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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培勇、陈芹、翟会东：本院受理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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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珲春广源循环产业示范园开发有限公司、珲春亿思特经贸
有限公司、许育林：本院受理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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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习，从不同层次、角度拓展知识面，提
升陪审员的专业视野。
同时，以参加庭审观摩、技能比拼
等活动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提升陪审
员陪审技能。以到街头“练摊”送法为
立足点，多形式、多渠道接触不同人
群，提升陪审员沟通技能。此外，该院
以报刊杂志征订为契机，给陪审员各订
一份 《人民法院报》《司法文件选》，定
点定投，邮寄到户，提升陪审员法律适
用能力。

角色演到细处
“吉安本地樟树较多，加之被告人
法律意识较淡薄，为了修筑村道而砍倒
香樟，不是为了营利出售，主观恶性较
小，同意合议庭意见，给被告人一个改
过自新的机会。”今年 6 月 31 日，在吉
安法院召开的审委会例会上，列席的陪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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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裁判文书

文勇、唐汉驰：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株洲梅赛德斯汽车改
装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与被申请人文勇、唐汉驰擅自
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4） 民申字第 131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抚州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上海唐峰实业有限公司、鄢
华彪、周慧东：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浙江喜盈门啤酒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百威英博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抚州
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国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蓝堡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唐峰实业有限公司、鄢华彪、周慧
东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一案，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民申字第 118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黄坤良：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市鑫源旺建材厂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房民初
字第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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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刘喜磊、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王佳、王卓、席冬霞、王川平、马新英诉你们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房民初字第 064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审员刘加民如是说。
为推进陪审员参与矛盾化解和法院
管理，该院逐步把陪审员的工作范围扩
大到立案、审判、执行各个阶段，更为
广泛地邀请陪审员参与到审判管理和执
法监督之中。
吉安法院注重“从头抓起”，合理
配置司法资源，将人民陪审员引入立案
阶段，利用其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优
势，聊家常、话缘由、解矛盾。同时强
调“环环相扣”，对于陪审员参与审理
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要求必须邀
请陪审员列席会议，并在审委会独立发
言。利用陪审员先天的优势，消除当事
人的信任疑虑，多角度、全方位定位矛
盾切入点，有效破解执行“老大难”。

保障落到实处
“我院人民陪审员倍增至55名……请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周玉发 （公民身份号码 511321197307247173）：本院受
理向贤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4） 永法民初字第 040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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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李惠：本院受理原告吴继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郎民一初字第 0164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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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郎溪县人民法院
黄城：本院受理余健诉你及吴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屯民一初字第 0096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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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张木清：本院受理原告徐寿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屏民初字第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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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屏南县人民法院
安达市佳园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国臣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4） 安商初字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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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政府从 2014 年起将我院人民陪审员
专项经费提高，并纳入年度预算。”吉
安法院在向县政府申请增拨陪审员专项
经费的请求中这样写道。
针对陪审员办公不便的现状，该院
及时调整力量，合理配置办公室和设
备，充分保障陪审员办公条件。为缓解
参审者误工时、费金钱的担忧，积极争
取县财政支持，将陪审员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保障了每一位陪审员参审应有的
补助。
此外，对工作认真、态度积极、表
现优秀的陪审员，探索从德、能、勤、
绩、廉、学六方面予以考核，保障用人
机制公平、公正。针对部分没有条件参
加陪审或长期不参加陪审的人员，该院
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淘
汰和选任，保障陪审员队伍的稳定发
展。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
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陈志红：本院受理原告刘红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尖商初字第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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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申健：本院受理原告朱勇诉你、被告武奎峰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邯山民初字第 1925 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该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李永国：本院受理原告蒋远根诉你及被告王玉珍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大
三商初字第 00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三龙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未上诉的，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大丰市人民法院
侍爱华、张达华：本院受理原告浦祖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大
三民初字第 00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三龙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未上诉的，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大丰市人民法院
集安市小孔雀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军富、赵传秀：本院
受理原告王金燕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 通中民初字第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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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