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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余亿元

近期重庆公安部门一举打掉了
以“淘宝加盟、代理运营”为由实
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12 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182 名，涉案金额达 1200
余万元。办案民警说，此类诈骗设
计的骗局环环相扣，往往将受害者
一步步诱骗进圈套中。

1006.9 万吨
据山东省政府近日举行的发布
会消息，今年山东夏粮收购已基本
结束，进展总体顺利，截至 9 月 25
日，山东累计收购小麦 1006.9 万
吨，同比增加 89.9 万吨。这意味
着，山东夏粮收购突破 1000 万吨。

4 蛇头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跟踪侦查，
近日，江苏公安边防总队盐城边防
支队一举摧毁了一个地跨五省的特
大组织偷渡犯罪团伙，抓获蛇头 4
人，偷渡人员 12 人，查获运输工
具快艇 2 艘，轿车 1 辆，查明涉案
金额 20 万元。

人物
陈建利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检察
院近日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山
东莱芜暴力伤医案犯罪嫌疑人陈建
利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经钢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2015 年 11 月，犯罪嫌疑人陈建利
之女因病医治无效在莱芜市莱钢医
院死亡，后其多次与医院沟通协商
解 决 方 案 未 果 。 2016 年 10 月 3
日，陈建利携砍刀到莱钢医院外科
５楼医生休息室，找到儿科值班医
生李宝华讨要说法。期间，陈建利
从包中拿出砍刀砍击李宝华头部一
刀。李宝华跑出医生休息室，陈建
利当众持刀追砍至医生办公室门
口，用力砍击李宝华头部两刀，李
宝华跑进办公室后陈建利又用力砍
击其头部 10 刀，并阻止其他医务
人员进入室内救治。李宝华于当日
16 时许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
鉴定系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据此，钢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陈
建利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声音
21 世纪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发
展，在给现代人带来极大便利的同
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挑
战。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
如何对个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进行
保护。只有社会构建切实保护信息
的法律机制，在民法典中明确承认
个人信息作为基本民事权利，严格
保护个人信息权，防止个人信息的
非法泄露和利用，互联网才会健康
发展，个人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我们的社会才会井然有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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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港北“情+法”让司法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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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新作为

一周盘面

广东多地警方日前先后展开代
号为“飓风 6 号”“飓风 13 号”等
5 波次打击地下钱庄集中收网行
动，破获案件 140 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350 余名，初步统计涉案金
额 2300 余亿元人民币。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一

温情司法才能让法律有生命。近
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各项便民、利民、
惠民举措，专心致志打好“情+法”
组合拳，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司法新要求和新期待，让人民群
众真切感受到倾心为民的司法温暖。

顾虑和就学、就业问题，让折翼的天使
重新翱翔在法治的蓝天下。

延伸司法：特色帮扶传递人
间温情

夜幕执行：全天候的别样
为民情怀
7 月 19 日晚九点，港北法院三名
执行干警驱车近百里来到某乡镇，紧
急执行一起特殊的执行案。
到达被执行人陈某的隐藏地点
后，干警整理好装备，迅速敲开屋
门。陈某被从天而降的干警吓住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刚回来就立马被
找到。经过身份确认，陈某被依法带
回法院。当天晚上，陈某同意履行 5
万元的还款义务，并在执行和解协议
上签了字。
2014 年，唯一的儿子和儿媳丧
生于车祸，留下年仅 3 岁的小孙子，
廖老伯一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整理
儿子遗物时，廖老伯发现了一张 5 万
元的借条，多次向陈某催讨无果后，
他决定走司法程序依法讨回这笔债
权。
廖老伯的困境时刻牵动着承办法
官的心。然而，陈某却长期玩“消
失”。执行干警多方搜集线索，节假
日走访、夜间蹲点、发布“老赖”名
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
最终，趁着陈某回乡给亲戚过生日的
空当，执行干警连夜出击将陈某逮
住。从收获线索到敲门拘留，三名执
行干警整整交替蹲守了四个日夜。
次日一早，考虑到廖老伯年事已
高，干警将 5 万元执行款送到廖老伯
家中。拿到救命钱的廖老伯紧紧拉住
干警的手，内心激动不已，连声说着
谢谢。
这只是港北法院夜间执行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小缩影。今年截
至 8 月，港北法院综合运用查控、扣

□ 龙小毛 刘 洁
作为江西省“人民陪执员”试点
法院之一，新干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
人民陪执员制度，先后聘任了 26 名人
民 陪 执员，充 分 发挥他 们“有威 望、
懂 民 意、易 沟通 、好 协调”的优 势，
共同参与案件执行。
特 别 是 在 今 年 为 期 40 天 的 “ 夏
日风暴”集中破解执行难行动中，该
院共执行案件 69 件，执结标的额 277
万余元，人民陪执员参与执行案件 50
件，其中参与强制腾房 1 次，参与对
被执行人采取拘传 11 人次、司法拘留
8 人次、搜查 12 次、强制扣押 3 次、查
封 6 次。

勤做联络员：一有信息立即
通知
“陈局长，我今天发现住我们镇
上的被执行人洪某回家了，现在正
在 家 中 呢 ！” 今 年 7 月 25 日 上 午 8
时，刚踏进办公室的门，执行法官
陈桂根便接到七琴镇七琴村人民陪
执员洪雄生电话，提供一案件被执

送达裁判文书
天津宏德盛禹港口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长江航道局与
你公司及天津港丰船舶燃料销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民
再 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香港民基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德林与你公司及甘肃
基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四终字第 38 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刘会：本院受理原告王会琴诉被告刘会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甘 1226 民初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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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甘肃]礼县人民法院
蔡文祥：原告北海宏远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蔡文祥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海民一初字第 7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蔡文祥赔偿损失 51120 元给原告北海宏远水产
食品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北海宏远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44 元，公告费 350 元，合计 2694 元，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
苏 忠 亮 （132528198108220533） 、 李 永 军
（130729198509270019）、王俊峰（132528198210050016）：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全县支行诉你三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冀 0729 民初 3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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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人民法院
倪 月 梅 （132528197902073724） 、 梁 世 太

港北法院法官深入壮乡农村慰问帮扶贫困户。
押、冻结、拘留等各种措施，执结案
件 1233 件，曝光老赖 628 名，采取强
制措施 800 余次，司法拘留 26 人，执
结标的额 5.6 亿元；发放司法救助款
63 万余元，救助困难申请执行人 91
人。

少年教育：让折翼的天使
重新翱翔
“法官阿姨，我错了。
”小荣刚说
完这句话，眼泪就夺眶而出。
小荣才上初二，因不满同学给他
乱喊外号，放学后携带刀具、钢管殴
打另一名同学。法官发现，小荣的双
亲离异多年且均在外务工，由于常年
缺乏父母关爱，小荣极其敏感，且法
律意识淡薄，思想和行为都比较偏

激。法官决定采取圆桌审判模式审理
此案。当天，在法官柔和而不失威严
的劝诫下，小荣与父母面对面进行了
交流，不仅消除了隔阂，而且卸下了
心墙，认识到自身错误。
2002 年，港北法院在全市率先
成立少年审判法庭，之后，逐步探索
并主打圆桌审判牌。目前，该院有超
过一半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过
圆桌审判方式得到妥善解决，并逐渐
形成“庭前三见面、庭中三引导、庭
后三帮教”的审判特色。
“庭前三见面”即开庭审理前让
被告人的监护人、所在学校、村 （社
区） 有关领导与其见面，了解其对被
指控犯罪的意见，告知有关诉讼权
利。“庭中三引导”即庭审中帮助未
成年被告人分析犯罪原因，引导他们

在哪跌倒从哪爬起；宣判时讲明判决
的法律依据，消除抵触心理，引导他
们认识错误；送达判决时，引导他们
吸取教训，学法守法，树立信心，早
日回归社会。“庭后三帮教”即实行
“一档二卡三帮”制度，对缓刑少年
犯定期回访、考察、帮教，为判处非
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建立专门档案，制
定 《少年犯跟踪帮教信息卡》 和 《考
察监督卡》，落实监督人、家庭、学
校或所在基层组织“三位一体”的考
察帮教措施。
今年以来，港北法院共受理未成
年 人 犯 罪 案 件 18 件 22 人 ， 结 案 率
100％ ，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服 判 息 诉 率
100％。对辖区未成年犯罪人员回访
帮教 5 次，联合妇联、民政局等相关
部门共同帮扶，重点解决他们的思想

“韦法官，捐款收到啦，衣服也收
到啦，娃娃们很喜欢很高兴，冬天不怕
没衣服穿了！谢谢您……”听着张妈熟
悉又亲切的壮音，韦法官舒了一口气。
她细心地询问张妈一家的近况，衣食住
行、家长里短，浓浓的关怀之情通过一
根电话线传递着、延伸着。
年初至今，港北法院多举措延伸司
法触角，积极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一张
张联系卡、一本本民情日记、一册册服
务宣传单，20 余名干警与 50 多户贫困
家庭结成对子，乡亲们只要一个电话就
可以找到结对干警。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以来，港北法院出资近 2 万元帮助山鹤
村村委会修缮办公环境，为银村争取修
路帮扶资金 21 万元。每个干警月均下
乡 3 次，为帮扶村种植树木 3000 多株，
发放慰问品、慰问金价值约 2 万元，资
助挂点乡镇、帮扶村屯 5 万余元。
此外，因辖区不少村镇为壮族聚居
地，利用壮族特有节日、圩日等开展普
法成了港北法院的特色做法。针对壮族
群众不同的司法需求，该院制定多种
“普法套餐”。节日、圩日的“大众普
法 套 餐”，婚 姻 矛 盾 、邻 里 纠 纷、工
资拖欠等法律问题均有资深法官“坐
堂问诊”；学校的“特色法律套餐”，
由 少 年 审 判 庭 法 官 担 任 “大 厨”，为
孩子们送上一桌由“法律知识讲
座”、“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猜”
搭配而成的“特色菜肴”，丰富孩子们
的精神世界；专人到户的“私人订制
套餐”，法官为村民提供一对一服务，
调解矛盾，化解纠纷，全方位提高司
法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港北法院已开展下乡普
法活动 6 次，送法进校园 4 次，为 500
多名群众现场解答法律问题 800 多个，
发放有关婚姻法、合同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制宣传资料 1800 余份。

新干“夏日风暴”
执行，
全程有你陪同
行人的线索。
原来，2015 年洪某因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被判决赔偿申请人
李 某 各 项 损 失 2.5 万 余 元 。 判 决 生 效
后，洪某为躲避执行而外出打工，法
院多次查找洪某可供执行财产未果 ，
案件陷入僵局。
人难找、财难寻，是造成执行难
的关键因素，新干法院充分利用陪执
员来自基层 、 了解基层情况的优势 ，
建立人民陪执员微信群，将上门无法
找到的被执行人按乡镇、社区的地址
分类造表，在微信群中予以通报，要
求陪执员随时随地留心打听，一旦有
信息，立即通知执行法官。
接到陪执员的电话后，陈桂根立
即带上执行法警，驱车 40 公里来到七
琴村被执行人洪某的家中。此时洪某
坐在客厅看电视，见到一早就踏进家
门的执行法官，十分惊讶：“我昨天晚
上才回来的，你们怎么知道的呀？看
样子这债是躲不掉的了！”遂当场把赔
偿款付清了。

（132528197908082533）、程晓林（130729198801272513）、孙
永贵（132528196706272510）：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全县支行诉你四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 0729 民初 323、32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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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人民法院
樊海军：本院受理原告卢桂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16）豫 0802 民初 503 号，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不准原告卢桂平与被告樊海军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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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金伟奇：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安保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
金伟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211民
初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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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长春浩瀚电梯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申龙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浩瀚电梯设备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 0509
民初 48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汾湖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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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刘金平、周云琴：本院受理原告吴金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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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苏 0509 民初
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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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邵赢超：本院受理原告宋传信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 0509 民初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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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做监督员：现场见证强制
腾房
7 月 26 日上午，新干法院执行局决
定对被执行人胡某、邹某夫妇位于县商
贸中心的住房采取强制执行腾房措施，
此次腾房现场邀请了 3 名陪执员和相关
媒体参与。
当日被执行人未出现，但他们的亲
属到场了，
表示不满和怀疑。
“我们是人民陪执员，请你放心，我
们会监督法院的强制腾房执行全过程，
而且还有电视台的人在场拍摄全过程，
绝对是公开透明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
们也可以向我们反映。
”人民陪执员朱向
鹏在一旁向被执行人亲属解释着。
经过近 2 个小时的工作，促使被执
行人亲属将物品搬至指定地点妥善安
置。

善做协调员：娘家纠纷细心
和解
“今天就是我死，也不同意你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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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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董曙、杭燕：本院受理原告周咏兵与被告董曙、杭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509 民初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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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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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庄思严、刘宁：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
东支行诉被告庄思严、刘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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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苏 0508 民初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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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谭国祥、谢荣娥：本院受理原告朱梨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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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苏1181民初5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1311 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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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苏信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泰州市碧桂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泰海民初字第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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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院将这扇墙拆了！”8 月 10 日的沂江
乡孙家坊村，烈日酷暑，此时执行
局法官周军军的胸中也似有一团火
在燃烧，在执行这起相邻权纠纷案
件中，他们受到被执行人张某 80 多
岁老母亲的无理阻挠。
周军军突然想到人民陪执员孙
正祥就是孙家坊人，后来嫁到该乡
大洲村任村支书，或许叫她来会有
转机。
“婆婆，我是正祥。
”赶到现场的
孙正祥与老人拉起了家常，“我知道
你们两家有怨气，都有各自的理由与
委屈，但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天
天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大家都
退让一步！
”
看到村里的女儿回来了，听着
她说话，老人家的怒气似乎缓和了
一 些 ：“ 我 老 太 婆 也 不 是 不 讲 理 的
人，主要是隔壁的骂得太难听了。”
“是哟，骂人是不对的，我会去
找她批评她。
”
随后，孙正祥到隔壁叫来了申

关春光：本院受理吴云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赣 0322 民初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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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西]上栗县人民法院
何水牛：本院受理原告严小华诉被告何水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赣
0521 民初 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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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西]分宜县人民法院
张建宇：本院受理原告马庆华诉被告张建宇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介民初字第 140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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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王从森：本院受理蒲贵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陕 0728 民初 3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准许原告蒲贵珍与你离婚；二、婚生子王昔勇由原告蒲贵珍
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自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镇巴县人民法院
王继平、郝凤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与你们及西安大唐西市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陕 0103 民初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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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魏雪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陕 0103 民初 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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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人李某，在周军军和孙正祥的耐
心协调下，李某当场向张某一家人
道歉，张某答应在三日内自行拆除
围墙。

兼做技术员：专业知识助
力解惑
陈某在邓某经营的农机店购买收
割机，双方因产品质量问题闹上法
庭，法院判决邓某应赔偿陈某因产品
质量缺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1.2 万余
元。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邓某抵触
情绪非常大，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收割
机没有质量缺陷，并提出许多农机专
业知识方面的问题，让执行法官感觉
力不从心。
8 月 10 日上午，执行法官邀请在
县农机局工作的人民陪执员曾院生一
同前往被执行人邓某的农机店。面对
邓某一些农机专业知识的提问，曾院
生从专业角度回答了提问与质疑、析
疑解惑，最终邓某心服口服，当场交
纳了赔偿款。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重庆生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陈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物产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外初字第 11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浙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杨召康、蒋志芬：本院受理原告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
行诉被告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杨召康、蒋志芬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 民初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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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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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宁先辉：本会受理申请人浙江瑞翔建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宁先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朝裁
字（2016）59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朝阳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9 月 18 日
沈阳子昂建筑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朝阳燕
山湖发电有限公司与你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公司应于
公告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并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
员。本会将于答辩期满之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本会将依法缺席裁决。朝阳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昆明诺美经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赵波诉昆明诺美
经贸有限公司关于联合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受案号为昆仲受字
（2015）12466 号。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向你公司正常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昆明仲裁委员会昆仲裁[2016]212 号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昆明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9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