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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短波
自贡大安：

构建“1+2+3”联络机制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省自贡
市大安区人民法院在代表委员联络
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创新，构建起
以“一个工作制度、两个接待渠
道、三个公开平台”为核心的
“1+2+3”联络机制。
“一制度”指出台《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联络监督工作实施方案》；
“两渠道”指完善“院长接待”和“工
作监督”
两个渠道，
向代表委员敞开
纳谏之门；
“三平台”
指建立网站、官
微和微信公众号三个新媒体司法公
开平台。
（周振宇）

扬州江都：

代表委员点赞网拍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区人民法院举行“法院开放
日”活动，11 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视察了“互联网+执行”工
作，认为该院司法网拍措施实、效
果好，为当事人带来了切实便利，
是深化阳光司法、便民司法的重要
助推器。
据悉，
仅今年上半年，
江都法院
司法网拍成效显著，已上架 76 件拍
品 ，成 交 金 额 1.1 亿 元 ，参 拍 人 数
305 人，
网拍率 100%。
（杨 奎 尹 颖）

五家渠：

微信助力陪审工作
本报讯 今年初，为方便与人
民陪审员沟通交流，新疆兵团五家
渠市人民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
微信工作群”
。
此举极大方便了陪审员与法院
干警交流分享参审心得及进行法律
咨询等，参审积极性大大提高。截至
目前，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
406件，均有陪审员参加，陪审员参
审率达到100%。
（张维生 刘 杰）

方城：

多措加强代表联络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方城县
人民法院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与人大
代表的联络。
该院院长王付令为第一责任
人，对人大转来的涉诉信访案件，责
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主动上
门走访人大代表、邀请人大代表视
察、发送征求意见函，同时还通过向
代表提供开庭信息等方式邀请人大
常委会领导和人大代表旁听。
（程远景 薛书凯）

西乌旗：

集中发放执行案款
本报讯 10 月 21 日，内蒙古
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开展
“执行年”专项工作，现场发放执
行款 435.13 万元。
今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21 日，该
院累计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489 件，
结
案 248 件，
执结标的额 5045.48 万元，
将 100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
法作出拘留决定书 19 份，拘留 15
人，
罚款 55 万元。
（图 亚）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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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涛 龙 雨

代表委员风采录

陈燕 会场“捡笔”，只为让贫困孩子开心
2016 年 6 月，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马丘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陈燕由于工作出色，被提拔
为仙市镇副镇长，这个在最基层扎根 18 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深深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旗手”等光荣称号，并成为沿滩区建
区以来首位全国人大代表。

村民富了
她却老了不少
从 1998 年到现在，陈燕已经从
事了 18 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她经常
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是农民
的女儿，在农村也工作十多年了，人
民群众就是我的家人。”正是这样一
种朴素的情感和执著的坚守，让这个
当年基层工作经验几乎为零的“黄毛
丫头”成长为一个远近闻名、带领全
村百姓发家致富的“好当家”。
马丘村地处川南自贡腹地中心，
2006 年 前 ， 这 里 还 是 全 市 的 贫 困
村 。 传 统 的 种 植 模 式 、“ 晴 天 一 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村路、滞后的基
础设施建设，无一不表现出这里落后
的经济发展现状。
2006 年，陈燕走马上任，改善
村里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摆在她面前
最大的难题。有着一股拼劲的陈燕明
白，要根本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环
境，带领大家走上发展之路，就必须
要建立起能带动全村发展的经济增长
点。于是，争取项目、协调资金成为
她繁多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经过无数
艰辛的努力，陈燕先后为村上成功争
取到“金土地”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
、“新增百亿斤粮食生产能力
标准田”、“小农水”等工程项目 10
余 个 ， 争 取 项 目 资 金 达 2300 余 万
元。通过土地整合，加上上级的技术
支持，全村粮食增产近 10 万斤，农
民人均纯收入从当时的 2500 元增加
到了 8000 余元。
同时，具有发展创新意识的陈燕
积极引导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引进果
蔬专业合作社和大棚种植，鼓励村民
发展水产养殖和稻田养鱼、柑橘种
植、再生高粱等产业。

□ 本报记者 曾 妍
“重形式、轻效率、应付了事，态
度虽好，但解决实际问题少……”2014
年 9 月 3 日，湖南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评议会上，一位代表直接对被评议
单位开了炮。他便是湖南省第十二届人
大代表、衡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湖
南居安律师事务所主任肖启斌。
参加视察、调研、座谈、专项工作
评议等，肖启斌的履职形式多样。2012
年 2 月，在衡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上，“优秀市人大
代表、优秀议案、两条优秀建议”肖启
斌创下衡阳市人大代表一次获得四个奖
项的记录。

敢于建言 3年撰写建议34件
2014 年 2 月，刚履新 10 余天的肖
启斌带了 6 个建议参加省人大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其中，《关于充分调剂使用党的机
关办公用房的建议》 受到中国青年报、
中新社、潇湘晨报等媒体关注，报道被

全国人大代表，也是一名普通的村支
书，是村民的当家人，孩子们的陈阿姨
……”

“捡笔”惹争议
她说只为孩子送快乐

在农民的基本收入增加后，她又
想方设法解决村行路难等基础设施问
题，截至目前，全村水泥公路已建成
4.2 公里，便民道 5.6 公里，农村书
屋、医疗室、文化广场等便民惠民设
施也全部完善。
10 年过去了，在这个女支书的
带领下，如今的马丘村已变成了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一栋栋白色崭新
的小楼成为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
景。就连城里人也经常在节假日驱
车到这里钓鱼、摘水果、家庭聚会
和各类休闲娱乐……全村呈现一片欣

肖启斌
数百家网站转载，意见敦促省政府修改
了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 的相关条款；
《关于建立违反法定程序干扰司法机关
独立办案的备案登记制度和说情公开制
度的建议》 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报告中
采纳；《关于取消组织机构代码证年检
制度的建议》 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报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局务会后决定采纳。
2015 年，肖启斌提了 《关于对社
区矫正工作实践操作进一步规范的建
议》《关于引入执业律师作为第三方独
立调查人，促进依法信访和息访工作的
建议》《关于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监管
的建议》《关于简化财产保全程序的建
议》《关于防止公安、检察机关以监视
居住之名，行拘留之实的建议》 等 13
个建议。
2016 年，肖启斌又提出了 《关于
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建议》
《关于建立吸毒、艾滋病、精神病等特
殊犯罪人员专门羁押监管场所的建议》
《关于合理引导切实规范民间金融的建

24、娄志成 25、刘玉春 26、杜东华 27、朱双奎 28、齐铭 29、李忠武
30、于力涛 31、李瑞恒 32、王健 33、谭玺华 34、吕元泉 35、黄春生
山西安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36、孙国华 37、付国平 38、黄宝双 39、白城富达棒材轧制有限公
有限公司太原滨河支行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司 40、伊通满族自治县兴胜白灰厂 41、四平刘房子爱思克膨润土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迎商初字第 212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有限公司 42、鞍山市百赫自动控制设备制造公司 43、宁城鹏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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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有限公司膨润土 44、岳保全（土建）45、安冶化工有限公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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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 46、杭州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47、陕西益群物通贸易有限公
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司（陕西森晶机电）48、江都市金铸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49、沈阳市
效力。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大东区浩辰装饰设计美术社 50、抚顺市鸿锋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51、四平市铁东区永胜汽配经销处 52、四平市铁东区精工物资供
送达破产文书
应站（精工物资综合供应站）53、河北省万全县丰华有色金属加
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相关债权人：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厂 54、七台河勃利亿达信煤有限责任公司 55、四平市铁东区腾
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2016）吉 03 民破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飞五金电料商店 56、四平市铁东区同创广告制作中心 57、四平市
四平现代钢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平浩天会计师事务 财政局 58、营口金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59、营口荣兴流体环保设
所为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法院已依法在人民法 备制造有限公司 60、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分公司
院报予以公告，要求债权人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之前申报债权。据 61、沈阳昌隆传动设备公司 62、江阴市华冶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此，管理人对已知的债权人发送了债权申报通知，但尚有下列 63、天津市博技机电高科技有限公司 64、四平市铁东区起重机经
124 户债权人（债权均已超过二年、最长的达七年以上始终未向 销处 65、四平市腾飞化学试剂经销处 66、张艳平铁精粉 67、齐荣
四平现代钢铁公司主张债权），因地址及联系方式不详，无法发 华 68、徐冰 69、赵春红 70、兴安县鸿源硅锰有限责任公司（临桂
送债权申报通知书。为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现予以一次性 富源陈欠）71、梨树县路友白灰厂 72、营口金圣耐火材料有限公
公告，望你（或你单位）收悉公告后，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前，向四 司 73、上海鼎企商贸有限公司 74、长春市双阳区白云白灰厂 75、
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四平市铁西区紫气大路 长春市双阳区天丰建材有限公司 76、丹东市万宝贸易有限公司
1395 号；邮政编码：136000；联系电话：0434-5080555）申报债权， 77、伊通满族自治县聚源建材有限公司 78 四平铁东区大桥焊条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销售处 79、郭红丹（废钢）80、朝阳市龙城利福矿业开发中心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 81、长春市双阳区群星白灰厂 82、抚顺宝兴隆科技有限公司 83、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磐石市盛德采石场（盛德矿业）84、双阳区鑫盛白灰厂 85、四平中
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远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6、沈阳同丰达物资有限公司 87、
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四平市铁东区广联液压件厂 88、海城市兴盛镁质耐火材料厂 8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附一：四平 河北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分公司 90、河南省耕生耐火
现代钢铁有限公司（无法发送债权通知书）债权人名单 1、中钢集 股份有限公司 91、营口荣兴流体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2、梅河
团沈阳有限公司 2、沈阳联印经贸有限公司 3、大连江洲经贸有限 口市运达轮胎有限公司（长春市兴业轮胎有限公司）93、吉林省
公司 4、本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94、四平市铁东区佳信空压动力经销处
6、哈尔滨市江洲金属有限公司 7、齐齐哈尔信事达金属材料有限 95、四平市宏远气体有限公司 96、沈阳昌隆传动设备公司 97、鞍
公司 8、吉林省皇维经贸有限公司 9、白城现代钢铁有限公司 10、 山市北鼎炉窑节能备件有限公司 98、襄樊万洲电气集团有限公
四平久华水泥有限公司 11、吉林省天意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司（万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99、磐石市玉源石灰有限责任公司
12、刘士宝 13、张惠茹 14、徐冰 15、赵春红 16、秦世龙 17、韩立国 100、吉林省科鹰同创特种材料有限公司（长春科鹰同创）101、浙
18、赵春艳 19、赵明 20、张贵军 21、张艳平 22、刘迪迪 23、艾富贵 江华章电气贸易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102、沈阳卡博尔高炉风

送达裁判文书

代表委员

欣向荣的景象，村民的收入也是年年
攀升。
村民们明白，这一切变化，离不
开“当家人”陈燕的全心付出。村里
八十高龄的老人郭九江欣慰又心疼地
说：“村上这几年变化大了去了，但
陈燕这丫头看上去确实老了不少，
唉，都是为村里操心的啊！”
在这 10 年间，马丘村先后被评
为区委“争优创先活动先进党组
织”、“金土地工程实施先进集体”，
陈燕也先后获得市、区“优秀党支部
书记”
、“优秀共产党员”和“三八红

2013 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
会的陈燕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那天的
会议结束后，看到会场上留下了许多
未用完的铅笔。在征得会务组同意
后，陈燕将这些铅笔收集了起来，没
想到，这一幕恰好被记者拍摄下来并
发在了网上，记者上前询问她收集铅
笔有什么用时，专心收笔的陈燕顺口
回答：
“带回去给家乡的孩子们。
”没
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善意的举动，却
在网上引发出诸多不同的声音，有表
扬，也有疑惑和各种猜测、非议，甚
至有这样的声音：“这个农村代表，
想通过这种方式出名吗？”
面对意外的“网红”，面对各种
不理解的声音，这个第一次参加全国
人代会的基层代表，心里着实感到
委屈，心情一度低落。陈燕说道：
“我的本意是觉得这些铅笔丢了怪可
惜的，而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勤俭
节约的人，于是就想把笔收好了带
回去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作个纪念，鼓
励他们好好学习，没想到却惹来争
议。
”
在争论声中，陈燕还是在回到家
乡的第一时间把铅笔发给了仙市镇中
心小学的孩子们。看着孩子们拿到铅
笔露出美好笑脸的那一刻，陈燕的心
结也打开了，她坚定地说：“我是从
农村来的代表，农村有许多贫困的孩
子和留守儿童，他们需要的快乐很简
单，哪怕拿到一支从北京带回的铅笔
就能让他们开心好一阵。我的初衷也
很简单，对于各种声音，我问心无
愧。我从没想到过要出名，我是一名

坐上陪审席
她“和颜善语”结案
2014 年，陈燕被选为四川省自贡
市沿滩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成为一
名“无袍法官”。对于人大代表和人民
陪 审 员 的 双 重 角 色 ，陈 燕 自 豪 地 说 ：
“这两个角色使命光荣，同时也责任重
大。成为一名人民陪审员，我既高兴又
惶恐，因为这既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同
样也是人民的重托。”而对沿滩法院而
言，陈燕能担任人民陪审员更是再好
不过的事了，由作为人大代表的陈燕
担任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审判活
动，也就相当于人民群众以最直接的
方式监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进一步
增强了裁决过程的权威性，也更贴近
民意。
近日，一起邻里关系纠纷案件在沿
滩区法院开庭审理，陈燕作为人民陪审
员又一次参与了庭审。庭审前，她像往
常一样，主动提前到法院查阅了案件卷
宗，了解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庭审中，
陈燕认真倾听案情，找到了双方的矛盾
焦点，向当事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提
问。当发现案件有调解可能时，她和法
官找到双方当事人进行耐心的开导和释
法明理，做足了思想疏通工作。最终，
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就这样，又一起
案件在陈燕“和颜善语”的陪审工作中
圆满了结。
陈燕说：“陪审工作是人民赋予我
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来自农村，熟
悉民风、民俗、民情，所以就要发挥自
身优势，努力化解纠纷，让群众更加亲
近司法、相信法院，为推动法治国家建
设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
”

一次揽下 4 个奖，履职秘诀何在
议》 等 15 个建议。
2014 年以来的 3 年里，肖启斌先后
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农村农
业、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建议
34 个。

勤于履职 六分之一的时间在调研
肖启斌在参加代表大会期间，认真
审议报告，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
闭会期间，积极参加省、市人大常委会
和代表小组的各项活动，忠实代表人民
利益和意志，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
威。
作为一名来自律师界的代表，肖启
斌经常被省、市人大邀请参加立法调
研、座谈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以来，肖启斌参加法律制订、修改的
相关调研座谈会 20 余次，他每次都会
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提出独到中肯的修改意见。“每
年都会花近六分之一的时间与会、视
察、调研、座谈。
”肖启斌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5日（总第6826期）
口有限责任公司 103、三门峡平原黄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04、四
平市德力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05、大连摩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06、李春友 107、四平市铁西区鸿瑞印务中心 108、济南长虹高科
技复合管有限责任公司 109、嘉善博盛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110、大
连凌水制钉厂 111、沈阳市远大冶金矿山机械厂 112、四平市达兴
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113、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14、吉
林省中蓝化工有限公司 115、凤城市辽兴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116、
吉林市吉隆粘土有限责任公司 117、江阴市华冶冶金机械有限公
司 118、沈阳沈阪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沈阳聚德传动机械有限公
司）119、四平市吉纳德自动化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120、四平市腾
飞化学试剂经销处 121、四平市铁东区起重机经销处 122、郑州登
峰熔料有限公司 123、双阳区鸿丰白灰厂 124、鞍山阳天冶金设备
制造公司 附二：债权申报证据材料债权申报是保证债权人参加
破产程序并依法受偿的法定基础，申报材料应一并提交以下证
据：1、债权人名称和住所；2、债权人的联系人、联系地址和联系
电话；3、开户银行和账号；4、债权的数额；5、债权发生的事实情
况说明；6、证明债权人身份的资料，如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居民身份证等；7、证明债权数额以及债权发生事实的材料，
如生效的法律文书，各类经济往来凭证等；8、证明债权由财产担
保的材料，如抵押合同、抵押物登记等；9、证明诉讼时效未超过
的相关材料，如起诉书、判决、裁定、支付令、律师函、催收函等。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辛春梅的申请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裁定受理浙江
梯梯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
为该公司的管理人。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
2 月 4 日前向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象
山县丹东街道丹阳路 558 号财富中心 2 号楼 1106 室；邮政编码：
315700；联 系 人 ：胡 赞 、曹 微 ；联 系 电 话 ：0574- 65752901、
13586811871（胡赞）；传真：0574- 65730130；电子邮件zjxdlawh@
163.com）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2015 年 1 月 6 日，时任湖南省省
长杜家毫邀请 10 名省人大代表对政
府工作提意见建议。肖启斌作为被邀
请代表之一，在肯定省政府为民办实
事的同时，对政府工作提出了 10 条
建议。
肖启斌认为，政府应关注农村污
染和生活垃圾处理及村镇规划建设；
对惠农专项资金的取得途径、申请标
准及用途、效果要公开透明；要加强
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防止骗子公司骗
走老百姓的血汗钱，而影响社会稳定
和人民安居乐业；应全面启动政府法
律顾问制度，将法治湖南的工作落到
实处；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
境，让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要充分重
视县城经济的发展，让全省人民共享
经济发展成果。

监督支持 助力公正法治
今年 8 月底，肖启斌与其他 16 位
省人大代表一道受湖南高院邀请视察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下午 2 时在象山海洋酒店三楼会议室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娄德玲：本院受理徐兆玲与你、荆丽娜、程玉芹、蒋小晶合伙
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娄底市大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娄底市中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仇政应、杨利平、谢成云：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娄底湘中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湘民辖终111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201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任丙林就（2015）
城民初字第 1846 号民事判决书向你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则视
为送达。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王春霞就（2015）
城民初字第 1070 号民事判决书向你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则视
为送达。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马汉斌：本院受理原告美臣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岳阳市两级法院。“我要为法院的硬
件设施、文化氛围、执行 110、假日
法庭、院长庭长带头开庭、引入大学
生法律服务志愿者等一一点赞！”视
察结束后，肖启斌对于法院工作很是
赞许。
在充分肯定法院各项工作的同
时，肖启斌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建议。他认为，法院要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要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
仰；要为法律共同体成员提供工作便
利；要锐意创新，着力解决财产保全
难；在调解方面，应坚持自愿原则，
不和稀泥，当判则判；应加强对法官
的保障，增强法官的归属感和尊荣
感。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肖启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
己的庄严承诺，“绝不利用代表身份
办任何私事，依法参与行使国家权
力，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绝不含
糊。”

樊包生、吴栋恒、马汉斌、申晓春、杨晓、贵州恒瑞达保险代理公
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庭前文书：开庭传
票、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依法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锡丰热网管道厂、无锡市电镀设备厂、毛文明、刘黎、徐
荣海、李爱娣：本院受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
锡丰热网管道厂、无锡市电镀设备厂、毛文明、刘黎、徐荣海、李
爱娣金融借款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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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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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无锡久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无锡缘泰机械设备厂、无锡大
润玻璃有限公司、强国华、傅月红、过新峰、过喆、王文、王安超、
罗思琼：本院受理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久富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无锡缘泰机械设备厂、无锡大润玻璃有限公
司、强国华、傅月红、过新峰、过喆、王文、王安超、罗思琼金融借
款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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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2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连云港典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东旺果品有限
公司、连云港天歌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涌峰、朱凤华、秦怀
珍、朱怡璇、许业云、潘婷婷：本院受理原告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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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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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