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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版 ]

湖南高院民一庭：不辱使命 公正为民
本报记者 曾 妍

这是一个勤勉高效的集体，“5+2”、“白+黑”乐于奉献；这是一个公正为民的集体，不和稀泥，以帮助当事人有
效解决纠纷为己任；这是一个心怀大局的集体，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有力护航；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的集体，诸多专著论文转化为司法成果；这还是一个光荣的集体，湖南省青年文明号、全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集体、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省十佳法官、省优秀法官、省优秀共青团员、CCTV中国（湖南）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这就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勤勉敬业 审判质效逐年攀升

多措并举 司法为民成效凸显

攻坚克难 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护航

湖南高院民一庭在司法实践中发
现，当事人因担保不能而致债务人转
移、隐匿财产的案件频发。

“增加诉讼担保主体，拓展新的诉
讼担保方式，减轻财产保全申请人经
济负担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民一庭
副庭长邹德辉说。

2015年 6月 1日，《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财产保全案件的办案规
程》获得湖南高院审委会通过。

自2016年8月以来，湖南有73%、
102家法院进行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
保险。截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由保
险公司出具保函为担保共有1264单，
保费合计1533万元，累计为当事人提
供保障613200万元。

“我们先行先试创新诉讼保险工作
方法，发挥了责任保险在保全中的作
用，方便了当事人诉讼，有效地减轻了
财产保全申请人的经济负担，进而让当
事人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彭亚东说。

2013年，民一庭加大对贯彻实行
新民事诉讼法的培训和对下指导力
度，起草了《全省法院贯彻实施民事诉
讼法的专项报告》。《报告》及全省法院
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工作受到湖南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充分肯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即将出台的司
法解释征求意见时，民一庭结合具体
案例，逐条分析，撰写了《湖南高院关
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相关情况的调研报
告》、《湖南高院关于离婚案件相关情

况的调研报告》等多篇调研报告，充分
发表意见，提供决策参考。

该庭作为全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和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撰写了《涉农
民工工作自查报告》，分析当前涉农民
工案件审判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制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对《中
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全民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通知
（代拟稿）》提出了书面意见。

在涉军维权方面，着力提高官兵法
制意识，引导他们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
纷问题。民一庭在中南五省（区）涉军
维权工作协作中心第五次联席会议上
介绍了湖南法院联合广州军区军事法
院、湖南省军区军事法院开展“送法下
基层”活动等涉军维权工作。

民一庭每半年还会对审结的上诉
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案件进行情况
通报，及时总结办案经验和不足，统一
裁判尺度。同时，根据新颁布法律法
规等需要，精选相关案例，编撰《民事
审判指导》手册，指导全省中、基层法
院民事审判工作。

近5年来，该庭出版专著4部、合著
10部。在《法律适用》等各类刊物上发
表论文7篇。该庭共有29篇论文在“中
国法学家论坛”等各类征文比赛中获
奖。其中，《土地承包合同实务》一书被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农家书
屋工程”推荐的100本图书之一。

“我做梦都没想到，案子到高院一个
月就判了下来！这下农民工兄弟可以好
好过个年了！”2015年 11月 6日，兴业公
司代表孙某来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一庭，送来写有“一身正气，公正为民”八
个大字的锦旗。

2009年11月，兴业公司承建了北辰
公司一项工程，交付使用后，北辰公司未
能结算工程款。无奈之下，兴业公司诉
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北辰公司需支付
工程款、质保金等共计 480 余万元。北
辰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南高院。民一庭
二审合议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班加
点，最终审结该案。

在民一庭庭长彭亚东看来：“当事人
的锦旗，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任；他们感
激的不单是法院、法官，更是公正的司法
为他们带来的内心体验。”

以 2015年为例，湖南高院民一庭收
案 504 件，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101.6%。
结案430件，人均结案超过30件。

“没有私心，公平公正。”当被问及公
正而高效的法宝，80后审判长肖芳这样
总结，“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能调解
的尽可能帮助当事人找到切实可行的解
决问题的办法，没有调解基础的尽快判
决，并通过判决书说清道理，让当事人能

接受判决。”
作为连续三年的湖南高院先进集体，

民一庭除了全庭同志勤勉敬业、乐于奉献
外，工作制度的健全与规范管理必不可
少。该庭制定的《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
要求，除公告送达外的一审民事案件必须
召开庭前会议，并应告知当事人准备提供
完备的证据材料参加。《规定》还对庭前会
议应完成的各项工作，会议召开后阅卷、
开庭、合议等时间做出了明确要求。

“庭前会议能了解当事人是否申请回
避、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
见、进行证据交换、调解等，能有效提高审判
质效。”民一庭副庭长谭智崇说。

该庭的《书记员工作制度》则对书记
员主要承担的工作任务及应当达到的标
准等进行了明确。抽签分案制度，裁判
文书制作、审核、签发规程，内勤管理制
度，实习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制度，保障了该庭在案件激增情况下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2016年，民一庭还联合民二庭确定
了 48 家法院为全省民事商事裁判文书
简化改革试点单位，通过改革破解案多
人少。其中，长沙县人民法院的改革经
验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李少平副院长的
撰文推介。

“我就是要买这房子！你们侵犯了
我的优先购买权！”一直租住在湘潭市雨
湖区鹤岭镇果沙村84栋3号3楼的湘潭
市锰矿饭店的下岗职工潘建伟成了“钉
子户”。

2009年，吴达明通过拍卖取得该房
屋所有权。而潘建伟一直未腾退。吴达
明一纸诉状告到法院，不仅要求其腾退，
还要其赔偿经营等损失136.1万。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潘建
伟停止侵害，并在 3 个月内腾退房屋。
潘建伟不服，上诉至湖南高院。鉴于一
审原告的主要诉求是潘建伟腾退房屋，
合议庭把做工作的对象锁定在了潘建伟
和她常年上访的母亲。

“优先购买权，是在同等价位下的优
先购买，现在房价 20万往上走，和你要
求的一两万买房差距不小。”

“你从 2005 年开始就没有交房租
了，对方可以起诉要求你支付10余年的
房租。这对于一个人负担着女儿艺术学
习的你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民一庭的承办法官们驱车来到湘
潭，从解决双方纠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组织双方面对面、背靠背调解。终于促
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对于下岗职工、农村困难群众等社
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维护，湖南高院
民一庭指导下级法院，对于事实清楚、标
的不大等符合条件的案件，开通了绿色
通道，实行快立、快审、快结。

在人民法庭工作方面，民一庭制作
了《湖南省人民法庭工作白皮书》，指导
法庭加大巡回办案力度，将巡回审判制
度化、经常化，并深入纠纷易发地就地立
案、就地审判、就地结案。除“田间法
庭”、“假日法庭”、“夜间法庭”、“赶集法
庭”外，还开创了“旅游速裁法庭”、“车载
法庭”等，在诉讼发生的第一时间、第一
现场化解矛盾纠纷。

2016 年，民一庭制定了《家事审判
方 式 和 工 作 机 制 改 革 实 施 意 见（试
行）》。自6月1日起，在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等4家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改革试
点；并要求其他条件成熟的人民法院设
立专门的家事审判庭、合议庭，集中审理
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婚姻家庭、继承等
类型案件。

在民一庭副庭长曾志红看来：“家事
案件的发生带有强烈的情感、伦理色彩，
权利义务复杂，一旦处理不好，会对社会
和谐稳定造成很大影响。”

“人性化服务更到位了，法官走下审
判台，倾听更多人的意见，综合考虑家事
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利于减少矛盾的激
化。”在尹兰英律师看来，家事审判改革
近半年来，效果初显。

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兰介
绍，家事审判改革坚持调解优先，探索引
入家事调查员、社工陪护及儿童心理专
家，破解“家务事难断”困境；探索建立家
事案件案后跟踪、回访及帮扶制度等，延

伸家事审判的社会辐射功能；加大家
事诉讼中法官的职权干预力度，强化
当事人亲自到庭、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保护家庭中老人合法权益等原
则。推动建立司法力量、行政力量和
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新型家事纠纷综合
协调解决机制。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
稳定，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妇女、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

民一庭还建立了司法审判与妇

联、公安等部门维权协调联动机制，在
全国首创制定了《湖南省家庭暴力告
诫制度实施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2016 年 3月以来，湖南法院共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70份。

近 3 年来，湖南法院共审结涉及
妇女儿童权益的民事案件15万余件，
为经济困难的弱势妇女儿童减、免、缓
交诉讼费 200 余万元，拨付专项司法
救助资金100余万元。

“我要为湖南高院法官的工作作
风点赞！”时任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省人大代表王小中在省
人大会议审议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

“他们承担了非常多的工作，并且卓
有成效，有效保护了国有资产，化解
了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

湖南高院民一庭指导下级法院加
强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调
解组织以及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建
立了交警、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
保险业协会“四位一体”，行政调
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
动”的道路交通事故“一站式”服务

工作新机制。同时指导全省人民法庭
与辖区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建立
工作联系机制，构建党委统一领导，
相关部门联动，司法积极主导，信息
资源共享，诉求渠道畅通，人民群众
受益的基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民一庭还起草出台了《为促进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的意见》。《意见》从平等保护劳资双
方合法权益、公正高效办理劳动争议
案件、妥善化解劳动争议纠纷、加大
宣传延伸司法服务职能4个方面，提
出 12 条具体举措，服务和保障和谐
劳动关系。

强化指导 调研累累硕果促审判

盛方奇 制图

勤勉敬业 审判质效逐年攀升

2015年湖南高院民一庭收案504件，较上一
年同比增长101.6%；结案430件，人均结案超
过30件，连续三年被评为湖南高院先进集体

多措并举 司法为民成效凸显”

为社会弱势群体开通绿色通道，制作《湖南
省人民法庭工作白皮书》、《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建立司法审判与妇
联、公安等部门维权协调联动机制，在全国首创
制定了《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为当事人提供人性化服务

攻坚克难 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护航

加强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调解组
织以及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与辖区综治办、司
法所、派出所建立工作联系机制，畅通诉求渠
道，构建基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强化指导 调研累累硕果促审判

近5年来出版专著 4部、合著 10部；在《法
律适用》等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共有29篇
论文在“中国法学家论坛”等各类征文比赛中获
奖，其中《土地承包合同实务》一书被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农家书屋工程”推荐的
100本图书之一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1月25日上午10时
至2017年1月26日上午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主页网址：sf.taobao.
com/0391/13）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拍品名称：焦作市丰收
路南侧龙源生态大酒店未完工楼房一幢及土地使用权 起拍价
106464160元 保证金8000000元 自2017年1月9日起至2017年
1月24日下午16时（工作日）之前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联系，或登录淘宝网查询。优先购买权人应于2017年1
月20日之前向法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即：合同、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经法院确认后才能参与竞买。逾
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电话：0391-3386218 联
系人：张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2月14日10时在济南润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办公室（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北张村明泉加油站南
邻）公开举行拍卖会。一、拍卖标的：资产包一：济南润发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除应收账款外非货币破产财产（详见评估报告）。参考价：
550.33万元。资产包二：济南润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参
考价：759.14万元。二、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公开展示。资产包一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40万元；资产包二
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3万元。有意竞买者应在2017年2月13日
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收据联系我公司办理完竞买相关手续。账户名称: 山东嘉禾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齐鲁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银行账
号:000000731003800010850 未竞得者 3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保
证金（不计利息）。联系人：张经理15665787852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裁定受理了申请人招商
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2月13日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担任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柒小妮。深圳基新仓储
有限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地址：深圳市福
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4701，联系人：任燕玲，电话：0755-
82940081）申报债权。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财务管

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应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等，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清算组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裁定受理深

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2016）粤03民算15号］，并已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
事务所为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清算组，许胜锋律师为负责
人。本案受理之后，就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权利义务产生
争议的，应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受理前已经开
始而尚未审结的有关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由
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深圳华纶针织
染整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本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者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
荣超中心 9-10 楼 联系人：沈观涛、贾磊，联系电话：0755-
33256953、33256924 传真：0755-33206888。

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

2016年8月29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
人赖锦玉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鸿康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鸿康公司”）强
制清算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2月7日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
事务所担任鸿康公司清算组，负责人许胜锋。鸿康公司债权人应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鸿康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鸿康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权申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中心A座9楼。特此
公告。清算组联系人：贾磊、胡迪，联系方式：0755-33256924、
33256912。 深圳市鸿康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张泰辉、白锋的申请于2016年5

月10日裁定受理四川青山软件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
11月15日指定四川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四川青山软件有限
公司清算组成员，丁永锋为清算组负责人。四川青山软件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7年3月1日前，向四川青山软件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46号盛大国际3栋4楼401号四川
天成信合会计师事务所；邮编：610036；联系人：尹艳，联系电话：028－
61500146，13880067059）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四川青山

软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四川青山软件有限公司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四川青山软件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
申请人天津三基金属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北京图汇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经审理，被申请人北京图汇联合科
技有限公司人员、账册、重要文件下落不明，无法查明其财产状
况，已构成无法清算。依据法律规定，裁定终结北京图汇联合科
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民丰车辆有限公司宁国运输车队：本院审理的(2016)浙
0521民初 2320号原告徐忠剑、(2016)浙 0521民初 2331号原告何
义实诉你单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于2016年12月
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你单位缺席且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案件的宣判传票。本院定于 2017年 1月 13
日下午16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进行宣判。届时请到本院民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隆尧县昊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就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公告如下：昊鹏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130525000008999，地址：隆尧县隆尧镇显化寺村，主要负责人任
孟才，注册资本：2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家庭清扫服务、搬家服
务。该公司是隆尧县第一批专业从事小学、幼儿园校车服务的机构，
现拥有跟车老师、司机等教职工24人，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校车20
多辆，日接送学生1000余人次。欢迎有实力人士前来接洽。电话：
15612923781 隆尧县昊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常熟市隆昌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6

年12月30日经常熟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由管理人执行，破产财
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本次分配将于2016年
12月30日开始实施，由管理人根据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

账支付。本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3188612.87元，优先清偿第二
顺位债权总额为 4854354.7 元的税务、社保债权，清偿比例为
43.27％。普通债权零分配。如管理人最终预留的破产费用使用后
尚有结余，但财产数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分配。债权人
逾期未受领的，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
满二个月未提供有效受偿账户信息的，视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
为放弃。管理人将放弃受领的分配款提存并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如
果财产数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缴至常熟市人民法院破产专
项基金。 常熟市隆昌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王华、赖青梅：申请执行人田龙华与你们合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未能交回你们所有的略土权证字第2007-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面
积25.46平方米，现登报公告声名作废。 [陕西]略阳县人民法院

我 院 民 六 庭 书 记 员吴栋执 行 公 务 证 不 慎 丢 失, 编 号
110400301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我院民六庭书记员吴栋工作证不慎丢失,工作证编号407,特
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黄发涛、梁木源：本委受理申请人钟木龙、陈朝儒、蔡堪珍、陈华
庚、刘妃呢、曾妃强与你们之间合同纠纷案[（2016）海仲字第864号]，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应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庭组成表、权利义务告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庭组成表、答辩书及举证期为公告
期满后10日内。逾期，本委将指定吴慧为独任仲裁员并于2017年3月
31日上午9时在海口市和平大道鹏晖国际大厦十二层第一仲裁庭进
行不公开开庭审理，请依时到庭参加。 海南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段佳：本委已受理（2016）郑仲案字第 0861号申请人郑州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选定书、仲裁员名册、
仲裁规则、被申请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郑州市淮河路 53 号，电话 0371-
67180832。 郑州市仲裁委员会

四川威林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襄阳新鼎正

石代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施工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仲裁庭已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6）襄仲裁字第171号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裁决书。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襄阳仲裁委员会（联系地址：襄阳市襄城区宜宾路15号，联系电话：
0710-3519692）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襄阳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靖江市天禄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章建芬与你公

司、申请人周云华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案，经书面通知无人接
收。现依本会仲裁规则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证据副本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反请求、选定仲裁
员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如逾期未选定仲裁
员，本会将于答辩期满次日依法指定仲裁员赵晓红组成仲裁庭，并
于仲裁庭组成后第四日上午9时、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
靖江办事处分别开庭审理，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泰州仲裁委员会
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青岛鲁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新宽、

余敏芬：申请人平度市天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14）第343号。有关仲裁文书已向你方送
达。申请人以本案的关键证据需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相关转账凭证，现申请人已向平度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平度市人民法院已受理为由，申请中止本案仲裁程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
定，仲裁庭同意申请人中止本案仲裁程序的申请，本会决定中止本
案仲裁程序。现向你方公告送达《中止决定书》。上述事项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青岛仲裁委员会

吉正明、王忠：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青岛中之信工贸有限公司与你方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16）第81号。有关仲裁文书已向
你方送达。本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李长军以与被申请人陆永刚、李新民
的委托代理人为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为由，自行申请回避。本会作出青
仲决字（2016）第81号《决定书》，决定本案仲裁员李长军回避。本会主任
于2016年12月27日重新指定王中华为仲裁员，与首席仲裁员韩大更、仲
裁员张兆瑜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定于2017年2月23日14时在
本会19层仲裁二厅开庭审理，请你方届时出席庭审。如不到庭，本会将缺
席审理并作出裁决。现向你方公告送达《决定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上述事项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

青岛仲裁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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