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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妇女儿童 为家庭幸福遮风挡雨
本报记者 李 强

大力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本报记者 李 阳

建议名称：关 于 进 一 步 完
善 环 境 审 判 专 门 化 体 制 机 制
的建议

建议人：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
副主任 吕忠梅

杨丰岐代表结合履职调研建议——

关注解决法院困难
本报记者 郭彩侠

林荫茂代表谈推进司法改革——

应重视法官助理成长
本报记者 屠少萌

保护弱势群体法院蛮拼的

曾 蓉 全国政协委员、民
革四川省委副主委

李海燕 全国人大代表、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

减少家庭暴力需三管齐下

社会生活中，妇女儿童往往处
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
害。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和家庭暴力
是其中最常见的两种侵害方式。

拐卖妇女儿童直接造成骨肉分
离，影响社会家庭和谐稳定，人民法
院一直坚持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
罪。在此背景下，此类犯罪案件数量
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
年，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
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件5446件。

相较于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家
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多数
被害人受“家丑不可外扬”思想影
响，很少主动报案，致使我国的反家
暴工作陷入难以界定、难以介入的

“两难”境地。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显示，在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
不 同 形 式 家 庭 暴 力 的 女 性 占
24.7%。另据反家暴网络的抽样调
查显示，在家庭暴力中，发生在夫妻
之间的约占三成，对抚养对象和赡
养对象施以的暴力约占七成，受害

人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随着法治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
家庭的共同责任。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今年3月1日起施行。此
前，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近年来打

击家庭暴力行为的有关情况，同时公布了
10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
令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该法首次提
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且

应在 72小时内作出裁定,情况紧急
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

早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已
经作出部署，选择9个基层人民法院
作为《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
南》的试点单位，开始人身安全保护裁
定试点工作。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
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在离婚、赡
养、抚养、扶养、继承等民事诉讼中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以防止
加害人在诉讼阶段实施家庭暴力。

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4年5月，广东全省法院共作出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121件；截至2013年
6月，重庆的试点基层法院共作出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53件；福建省莆田
市全市法院自 2008 年试点以来至
2015年8月，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69件，实现了司法审判从事后惩罚施
暴者向事前保护受害者的转变。就
实施效果来说，被申请人在接到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后一般不会再实施
暴力。如广东省、福建省莆田市的
人民法院下发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自动履行率分别达到98%、95.65%。

家庭暴力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是极具社会危害性的毒瘤，预防和惩
治家庭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决不
能手软。在这方面，人民法院蛮拼的。

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
告中多次提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
检察院、全国妇联等部门发布了《关
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
的通知》。今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
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实施抢劫的，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
度内从重判处。今年2月28日，最高
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惩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的有关情况，公布了10
个典型案例。河南等很多地方的法
院还设立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审判庭或专门的合议庭。

刚刚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赋予了法
院在反家庭暴力方面的多项职能。我
相信法院一定能以此为契机，将预防惩
治家庭暴力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
引向深入，更好地保障妇女、儿童和老
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稳定和谐。

要更多地依靠制度，依靠联合执法，
依靠对全民普法来预防和惩治家庭暴
力，维护家庭与社会的和谐。

要依托法律制度来构建平安体系。
以反家暴法、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
事案件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为依据，辅之

以强制报告、公安告诫、人身安全保
护令等手段，形成制度网络体系，由
司法、执法部门加以落实，使制度真
正落地生根，为维护妇女、儿童和老
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作用。

要依靠联合执法凸显社会效
果。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
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人民法院
与公安机关要做好协调对接，就保
护令的执行问题联合发文，达成一
致，真正体现执法的社会效果。

要依靠全民普法提高维权意
识。要发动、联合妇联等多个部
门，通过深入宣传倡导和提供维权
服务，进一步提升公民的反家庭暴
力意识和水平，预防和减少家庭暴
力的发生，让每一个家庭里的妇
女、儿童和老人都能远离暴力，平
安幸福。

30余年专注于环保法研究的中国环
境法资深学者吕忠梅，不仅以全国人大
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新环保法的修订，亦
是最早呼吁成立环境专门法庭的学者。

“环境资源案件具有特殊性，所以
必须走专门化审判的道路。”2002 年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吕忠梅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了关于加强环境司法的建议
20余件，并受聘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咨
询委员会委员和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主任。2015年 6月，她调任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
任，依然高度关注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
展。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成立，迄今为止，全国环境资源审判
庭（合议庭）已超过 400个。即便如此，
我国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尚处于起

步阶段。”去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吕忠梅
递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环境审判专门化
体制机制的建议。

在这份长达 4500字的建议稿中，吕
忠梅分析了现有审判体制的局限，“建议

按照环境纠纷的特性，建立符合环境司
法需求的行政、民事、刑事‘三审合一’体
制，赋予法官对行政行为、民事行为同时
作出判断的权力。”

“此外，我们还应该推进环境专门法

院建设。”吕忠梅解释说，就像现在已经
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一样。建议结合最
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置，实现环境案
件的跨区域管辖，推进海事法院主管流
域污染案件试点，形成符合生态环境规
律的案件管辖与审理体系。

“这份建议的内容得到了非常好的
采纳。去年我受邀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次全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吕忠
梅清晰记得，在那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江必新提出，要牢牢扭住审判
专门化这一牛鼻子，着力构建审判机构、
审判机制、审判程序、审判理论以及审判
团队“五位一体”专门化机制。探索相对
集中的案件管辖制度，逐步实现案件归
口审理。探索推进审判程序专门化，健
全环境资源审判特别程序和环境诉讼专
门审判程序规则，创新审判执行方式。

吕忠梅告诉记者：“去年，我们对全国
的环保法庭及其审理的案件进行了调查，
获得了一些最新数据，也发现了一些值得
改进的地方。今年，我将继续提出有关建
议。”在环境司法这条路上，作为见证者、
参与者和推动者，她的脚步从未停歇。

“要着眼长远，明确法官助理的职
责定位和职业预期，让他们在法律职
业共同体中同步获得成长。”3月6日，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林荫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司法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对
法官助理群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林荫茂高度肯定了我国当前司法
改革的总体方案和目标，认为对树立
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林荫茂注意到，当前更多的人在
关注和宣传法官入额，而对分类管理
重视不够，对法官助理的权责缺乏细
化的考量，以至于一些年轻人因为没
有入额而看不到未来。

林荫茂介绍说，在上海法院，法

官、法官助理、行政人员占比分别为
33%、52%、15%，而法官办案的诸多环
节都离不开法官助理。“这52%的法官
助理，很多是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硕
士甚至博士，是高素质人才。司法改
革推进几年后，他们就是法官的接班
人。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中坚力量！”
林荫茂说，“这些年轻人做五年法官助
理，如果总是在从事记录、送达、电话
通知等琐碎的工作，而不实质性地参
与案件的讨论、调解的话，五年以后要
入额，怎么可能呢？”

“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来看，
法官助理做五年这样的工作，而他们
的同学如果是做了律师，那他们的业
务能力就会有很大差距了，更不要说
报酬！”说到此，林荫茂不无忧虑。她
建议，从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类法律人才
的培养，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
态，在同样的时间内，在法院的年轻人
要获得与社会上年轻律师同步成长的
机会，这样法院才能留住人才。

“我们上海有一个闵行法院这方
面做得非常好，他们强调‘政治建院、
业务强院’，特别注重对年轻人业务能
力的培养，所以他们到现在没有一个
年轻人流失！”说到此，一直紧缩双眉
的林荫茂，脸上露出一些欣喜。

来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党支
部书记杨丰岐，说起履职的感受，笑容
中透着朴实。他提过解决“信访不信
法”的议案，多次参加执法检查、调研

等活动，对当地法院工作尤其是人民
法庭建设十分关心。

去年，杨丰岐到安塞县人民法院
建华法庭调研，看着法官演示操作使
用电子触摸屏，深入了解了立案、咨
询、信访“一站式服务”。法院立案、
审判、执行工作的相关流程、便民措
施以及司法公开的情况，特别是扫描
二维码上网查询案件，让杨丰岐很感
兴趣。

杨丰岐也了解到，法院面临着现
实困难：案件大幅增长，人员编制紧
缺，案多人少矛盾非常突出，需要加大
人才输送力度，强化法官职业培训；司
法改革应考虑保留有经验的资深法
官。他表示，要呼吁全社会关注对法
院困难的解决。

2015 年，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

童、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件5446件

截至截至20132013年年
66 月重庆的试点月重庆的试点
基层法院共作出基层法院共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裁人身安全保护裁

定定5353件件

截至截至 20142014 年年
55月广东全省法院月广东全省法院
共作出人身安全保共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裁定护裁定121121件件

福建省莆田福建省莆田
市 全 市 法 院 自市 全 市 法 院 自
20082008年试点以来年试点以来
至至 20152015 年年 88 月月，，
作出人身安全保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裁定护裁定6969件件

盛方奇 制图

“人民法院报，我经常看的报纸，
通过读报和学习，了解人民法院的工
作……我要表扬人民法院。”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省烟台市政协副主席、烟台
大学副校长江林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江林昌说：“我注意到这几年各级
人民法院在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
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上到下高
度重视对冤假错案的依法复查、及时纠
正。”谈及最近公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
改革》（白皮书），他说出这样一组数
字：3年依法宣告2369名被告人无罪,
3年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23起。“从
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处理态度以及处理
结果来看，法院工作做得非常积极有效，
从中我们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前进步伐。”

“我相信像我这种感受的代表很多。我
们真诚地支持人民法院的工作！”

江林昌代表谈防范冤假错案——

真诚支持法院工作
本报记者 郭彩侠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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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连金强申请宣告连金福死亡一案，经查：连金福（男，1957
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辛房矿后街50-
2号）于2001年11月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连金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桂兰、李桂华、李桂平申请宣告李元有死亡一
案，经查：李元有于2011年3月3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元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李元有死亡。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邵唯灼申请宣告禹翠翠失踪一案，经查，禹翠翠，
女，1986 年 6 月 2 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身份证号为：
410181198606022543），2013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禹翠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吉忠安申请宣告吉喆死亡一案，经查：吉喆（男，
198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友好里6号9楼5
号，公民身份号码 420103198507172813）于 2001年 5月 9日离开
住所，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吉
喆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宁轩宇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刘海清失踪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刘海清（女，1982年10月11日生，原住湖南省
衡阳县井头镇大竹村四房头组，系申请人宁宇轩之母）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海清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文彬申请宣告方远丽失踪一案，经查：方远丽，
女，1977年 12月 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衡南县铁丝塘
镇 江 水 村 深 山 组 ，系 申 请 人 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22197712288324。方远丽于2005年外出后一直杳无音讯，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方远
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博轩申请宣告肖丽秀失踪一案，经查：肖丽秀，

女，1984年 2月 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住湖南
省临湘市白羊田镇八百村石咀组9号，于2011年6月起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
丽秀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翔申请宣告曾秋菊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
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曾秋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怡涵申请宣告邓艳云失踪一案，经查：邓艳云,女,
199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祁阳县上司源乡高枧村3组,公
民身份号码431121199806208740,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邓艳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戴延时、曹敏健申请宣告戴志锋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戴志锋，男，汉族，住双峰县三塘铺镇坪丰村罗家村民
组，公民身份号码：432522197804161395，于 2000年 9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戴志锋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双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慧群申请宣告曾志斌死亡一案，经查：曾志斌，
男，1933年 1月 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居民，住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派出所新裕社区中意一路 977号。于 2009
年9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曾志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湘潭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三院申请宣告蒋利军死亡一案，经查：蒋利
军 ，男 ，汉 族 ，1961 年 11 月 15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02611115153，原住衡阳市江东区建国里 92号，于 1993年 9
月 2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蒋利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陆星达申请宣告张丽娟失踪一案，经查：张丽娟，女，

汉族，1979年10月12日生，户籍地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新房子村
1社，身份证号220221197910127162，于2008年9月20日起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丽娟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张丽娟失踪。 [吉林]九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炜申请宣告刘德宝死亡一案，经查，刘德宝，男，汉
族，2007年8月18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41222200708184699，户
籍地太仓市浏河镇复兴东街85号504室，于2010年1月22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刘德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文高、许亮申请宣告陈艳失踪一案，经查：陈艳，
女 ，1983 年 6 月 2 日 出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1321198306026423，户籍地址宿迁市宿豫区黄墩镇柳湖村十
六组52号，原经常居住地徐州市睢宁县魏集镇老张集406号，于
2009年走失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
望陈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睢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玉恒申请宣告伊桂云死亡一案，经查：伊桂云，
女，1953年4月3日出生，满族，户籍地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建材
路清河乡家属房 1－5，身份证号：211204195304030524，该人于
2008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铁岭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江秀玲申请宣告邵建廷死亡一案，经查：邵建廷，男，
1977年 2月 13日出生，住乳山市乳山寨镇小管村村，身份证号
37102119770213503X。于2014年3月5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望邵建廷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林申请宣告王加高死亡一案，经查：王加高，男，汉
族，船员，1953年6月8日出生，原住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山东头村
29号，身份证号码370222195306082316，于2012年9月9日5时许

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其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加高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军申请宣告杨林死亡一案，经查，杨林，男，1966年10
月5日生，彝族，云南省禄丰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石坝热带
作物机械厂1幢4单元101室，公民身份号码：530111196610051119。
于1996年下落不明至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林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一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莲娥申请宣告王直令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王
直令，男，1966年9月27日出生，原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
道马庄村443号。申请人李莲娥，女，1928年3月23日出生，住浙江
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马庄村443号，系被申请人王直令母亲。
被申请人王直令于1993年1月25日离家，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凡知悉被申请人王直令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被申请人王直
令应当在公告期间届满后五日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华容申请宣告樊樱娟失踪一案，经查，樊樱
娟（身份证号码：330623196410013865），女，1934 年 10月 1日出
生，原住址浙江省嵊州市浦口街道下新建村252号。于2013年12
月9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樊樱娟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嵊州市人民法院

赵华生：本委受理了鲁铁永与你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
案，由于《应裁通知书》、《岳阳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风险提示书》和《仲裁申请书》（副本）无法直接和邮寄送达
给你，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文书资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申请书》的请求事项是：裁定鲁铁永与赵华生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赵华生协助鲁铁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上
述文书送达后10日内你公司须按《岳阳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
的规定选定仲裁员，未选定的，由本委主任指定仲裁员。送达后15日
内提交答辩书。答辩期满后的第5日上午9时开庭（遇节假日顺延）。
开庭地址：岳阳市巴陵中路211号515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依
法缺席裁决。 岳阳仲裁委员会

本院受理申请人蔡建平申请宣告陈鹏死亡一案，于 2015年
1月2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6年1月26日依
法作出（2015）镜民特字第 00001号判决书，宣告陈鹏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邱婷婷、邱志强申请宣告房文洋失踪一案，于
2015年10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现已届满，并
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2015）邓法民特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房文洋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秀英申请宣告王卫平死亡一案，于2015年2月9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2月 24日依法作出
（2015）张民特字第00002号判决书，宣告王卫平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徐州庆丰菌业有限公司、江苏卡斯莱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铜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徐商外初字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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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少伟：本院受理原告宋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少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宋星借款16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8月2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宋星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湖民初
字第63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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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金欣：本院受理原告程珍萍与被告金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湖民初字第613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金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程珍萍返还借款4760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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