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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版 ]

邵阳：苦练攻坚“四战”破解执行难题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周盖雄 陈凌云 刘建刚

湖南省邵阳市两级法院针对转移财产、蛮横抗法的被执行人不断创新执行方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突
袭战”、“奔袭战”、“破袭战”和“网络战”，让那些欲与法院执行人员“躲猫猫”的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依法履行
执行义务。近四年来，邵阳两级法院执结案件29540件，执行标的额1605亿元，12447人被纳入黑名单并限制高消
费，决定罚款87人次，拘留646人次，追究刑事责任5人。

“突袭战”让被执行人躲闪不及

“奔袭战”让被执行人无处藏身

“破袭战”让被执行人乖乖伏法

邵阳法院的执行攻坚战不仅局限
于现实，还覆盖到了网络领域。

“网络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为失信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提供了便
利。”姚志刚说，“有些案子，我们刚
到银行查封账号，被执行人便迅速转
移了存款。”

杨某诉陈某抚养费纠纷一案中，
由于被执行人陈某常年在外、行踪不
定，很难找到陈某的下落和可供执行
的财产。好几次，执行人员在银行刚
查到陈某有部分存款，陈某便通过银
行告知系统获得相关信息，迅速转走
了存款，致使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2015 年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建 立
“总对总”式的全国法院司法网络查
控系统，同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也建立起了“点对点”查控系统。邵
阳两级法院迅速将该系统调试好并全
面投入使用，为降服失信被执行人添
了一把利器。

通过全国法院司法网络查控系
统，执行人员很快得知陈某在深圳某
一平安银行有存款近五万元，并迅速
将其银行账户进行冻结。

得知存款被冻结，藏匿一年多的
陈某主动联系执行人员，表示愿意履
行法律义务，请求解冻其账户。在法
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
协议，陈某不仅将逾期未支付的抚养
费 15000元交清，还一次性兑现了未
到期的15000元。

为充分发挥网络在执行工作中的
威慑作用，邵阳两级法院还与当地

市、县（区）两级党委政府等相关部
门开通了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共享平
台，由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数据
借助平台向有关部门推送，通过数据
平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让失信
被执行人在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政
府支持或补贴、任职资格、准入资
格、荣誉和授信、特殊市场交易、限
制高消费和出入境等各个方面受到限
制。同时，将失信被执行人纳入“黑
名单”，并在互联网等各类媒体上曝
光，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林某、张某为投资经营向陈某借
款400万元。林某和张某对执行工作
不配合，让其申报财产也找不到人，
消极逃避执行的意图极为明显。法院
遂将林某和张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单”，对其实施信用惩戒，禁止
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其在金
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等。

国庆节期间，林某、张某计划出
游时被告知无法购买机票。林某、张
某遂主动与法院和申请执行人联系，
承诺在年底前全部履行执行义务，并
用登记在儿子名下的房产做担保。至
此，该案圆满执结。

自开展网络执行攻坚战以来，邵
阳两级法院共查询银行、房产、国
土、工商等信息43.8万次，反馈信息
43.6万次，将 12447人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
42人次，执结案件10000余件，促进
执行和解案件约 9000 件，执行到位
标的额20余亿元。

“法官上班我躲，法官下班我出
来。”这是宋某躲避法院执行的口诀。
然而去年的10月1日，宋某还是被上门
执行的法官逮了个正着。

“今天是国庆节，你们怎么还上班
啊！”执行法官不按套路出牌让宋某惊
愕。

2014年 10月 29日，石某拟建一栋
四层的房屋，并将新建房屋工程以全
包制方式承包给周某。在房屋二层楼
倒制时，周某又将其倒制工程承包给
宋某，宋某遂雇请刘某等人进行倒制
施工。

2014年 12月 24日，刘某在二层楼
倒制时，从屋檐边摔下受伤。法院判决
由石某赔偿刘某 2321.37元，周某赔偿
刘 某 40642.75 元 ， 宋 某 赔 偿 刘 某
30216.54元。

宋某不愿履行执行义务，经常在工
作日玩失踪，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才回
家，多次躲过了法院执行人员。然而，
法院执行人员在非工作日的一个突袭，
让宋某措手不及，只好乖乖地与申请人
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针对不少被执行人打时间差，利用
执行法官正常上下班空隙躲避执行的情
况，邵阳市两级法院启动了非工作日执
行计划，建立了应急执行分队，应急执
行人员电话24小时“在线”，只要一声
令下，上下班、节假日均可迅速出动开

展执行工作。
自成立应急分队以来，邵阳两级法

院出动执行人员1067人次，突袭执行案
件448件，执行到位标的额3890万元。

部分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相距较
远，依靠申请人提供执行信息的老办法
行不通。为此，邵阳两级法院构建了以
乡村两级和社区的调解员、治安管理人
员为主，全市400多名人民陪审员为辅
的庞大执行信息反馈网络，执行信息联
络员实现了对全市乡镇村、社区的全覆
盖，确保了执行信息及时可靠的获取和
传递。

罗某欠外地企业一笔货款始终未
还，企业多次催促法院执行，但又因距
离遥远难以提供准确的执行信息。执行
法官多次上门执行却无功而返。

全市法院执行信息反馈网络建成
后，当地执行信息联络员发现了罗某的
踪迹，并及时向法院执行局进行了通
报，法院立即启动应急执行机制，执行
人员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把罗某堵在
了家中。

准确的信息来源，及时高效的执
行，让失信被执行人想要躲藏也来不
及。据统计，自采取突袭执行行动以
来，执行信息联络员提供执行线索
1368人次，协助法院有效执结案件 173
件，帮助 193 名当事人人实现了胜诉
权益。

“无论躲在哪里，只要他有履行能
力，也要把他给找出来。”在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姚志刚办公桌里，
有一张“执行地图”，执行人员执行公
务去过的地方都被标注了出来，密密麻
麻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邵阳两级法院依托执行指挥中心，
配备了远程执行指挥车、单兵系统，成
立了精干的远程执行小分队，拨出专门
经费予以支持，在全市法院掀起了一场
执行奔袭战。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 月，李某
因承建工程陆续向某联社贷款。贷款到
期后，李某拒绝偿还贷款，并在得知法
院强制执行的消息后，立即跑到广州、
上海等地转移隐匿。

执行法官了解案情后，通过做李某
家人的工作了解到李某藏匿的大致地区
以及可能去的场所，派出精干人员携带
远程执行系统驱车数千余公里赶往广州
开展执行。

执行人员在李某租住的房屋蹲守
了三天，没想到李某得知消息后，又
躲到了上海某亲戚家。设在邵阳的执
行指挥中心通过远程执行指挥系统对
远在广州的执行工作进行了全程监控
和指挥，在得知执行工作陷入困境
后，又指挥执行工作小组一路辗转到

上海开展执行工作。经过多天的蹲
守，第四天凌晨 2 点，执行人员终于
将李某逮住。

“你们还在这里啊，我跑不过你
们，服了。”看到风尘仆仆又倦容满面
的执行人员，李某表示愿意履行执行义
务。最后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李某支
付了大部分贷款本息，余下部分双方达
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执行指挥中心使得邵阳法院的远程
执行工作由单兵作战转变为体系作战，
执行地点无论多散，执行路线无论多
远，执行情况无论如何复杂，都能及时
掌握，并能有效作出反应、规划和调
整，执行能力显著提升。

邵阳某公司与外地一公司合同纠纷
案中，外地公司拖欠几百万元货款长期
不还，执行法官多次上门执行均被阻
挠。执行指挥系统投入运作后，该院凭
借系统强大的指挥能力，不仅对执行现
场进行了有效指挥，而且通过该系统与
当地法院及相关部门及时沟通，充分调
动各方面力量，产生了强大的执行威慑
力，最终促使案子得以圆满解决。

近四年来，邵阳两级法院通过使用
执行警务用车，开展长途奔袭执行，累
计行程28万余公里，出动执行人员约3
万人次，执结案件约7300件。

部分被执行人不躲不闪，推诿硬
抗；部分被执行人抱有“被放过一
马”的侥幸心理。邵阳两级法院对于
被执行人对抗法院执行敢于“撕破
脸”，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敢
于动真格，对那些蛮横抗拒法院执行
的依法予以拘留、罚款，甚至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谭某时任新宁县某村村支书，
2011 年因村支两委选举与李某发生
矛盾后将李某打伤，造成李某医疗
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约数万元。执
行人员多次找到谭某，向其下达强制
执行通知书，并要求其尽快履行执行
义务。谭某却置若罔闻。经过多次做
工作和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
依法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谭某作出
拘留十五日的司法拘留决定。

“丢人丢大了。”当冰冷的手铐套
在手上时，谭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
溃，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依法履行了
全部执行义务。

“‘破袭战’，就是要破除被执
行人希冀通过抗法逃脱法律制裁的侥

幸心理。”邵阳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尹南飞说，“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
利，执行法官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是
关键。”

刘某因与某担保公司的劳动争议
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作出裁决，由某担保公司支付
刘某工资及未签订劳动书面合同的工
资差额部分总计 10 万余元。执行人
员在执行该案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
在某国商业银行支行两账户上共有存
款300余万元，遂向该支行发出协助
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协助扣划被执行
人账户存款。该支行负责人及其工作
人员却拒绝协助扣划。在经多次做工
作和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对
该支行作出罚款人民币 15 万元的处
罚决定。最终，该支行不仅主动交了
罚款，还积极履行了协助执行义务，
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近四年来，邵阳两级法院对失信
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移送公安
机关等 738 人次，执结案件 633 件，
标的额13亿元。

“网络战”让被执行人主动现身

盛方奇 制图

“突袭战”让被执行人躲闪不及

针对被执行人打时间差，利用执行法官
正常上下班空隙躲避执行的情况，启动非工
作日执行计划，建立应急执行分队，出动执
行人员1067人次，突袭执行案件448件，执
行到位标的额3890万元

“奔袭战”让被执行人无处藏身

依托执行指挥中心，配备远程执行指挥
车、单兵系统，成立精干的远程执行小分
队，拨出专门经费予以支持，在全市法院掀
起了一场执行奔袭战，近四年来累计行程28
万余公里，出动执行人员约3万人次，执结
案件约7300件

“破袭战”让被执行人乖乖伏法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蛮横抗拒法
院执行的被执行人依法予以拘留、罚款，甚至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近四年
来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移送公安
机关等738人次，执结案件633件，标的额13
亿元

“网络战”让被执行人主动现身

充分发挥网络在执行工作中的威慑作
用， 开通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共享平台，将
12447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境 42 人次，执结案件 10000 余
件，促进执行和解案件约9000件，执行到位
标的额20余亿元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张晓亮、代新改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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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0106民初2303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
诉人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0106民初2303
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弋英俊、王水萍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晋 0106 民初
201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
0106民初2018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15日
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李井全、李巧玲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晋 0106 民初
206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
0106民初2063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15日
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刘茂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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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0106民初2059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
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0106民初2059号民事裁定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殷振委、郭东云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晋 0106 民初
206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
0106民初2061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15日
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李岭、邓凤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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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0106民初2019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0106民初2019号民事裁定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本院对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唐春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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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0106民初2060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2016）晋0106民初2060号民事裁定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东太堡法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居安康怡装饰广场有限公司、王勇、白侠、常雯华：本
院对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白侠、常雯华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晋
0106民初206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
堡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就
（2016）晋0106民初2062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太堡法庭
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15日内。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张星：本院受理原告王宝峰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购房款1350万元、支付违约金270万元。因用
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据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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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李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得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刘得起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600000元及利息72000元，逾期利
息24000元（暂计至9月18日），共计696000元；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本院受理该案后，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你邮寄了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但邮件均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述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广州旷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关庆华诉被告广州市白
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你作为第三人的不服公司设立登记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7101行初724号原告起诉状副本、被告
答辩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诉讼须知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贵州筑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立兴永丰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杨晴英、王家斌：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
行诉被告贵州筑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立兴永丰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杨晴英、王家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2017）黔01民初6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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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17年6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国龙：本院受理刘文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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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李敏：本院受理的原告薛铭显诉你与陈旭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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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饶阳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饶阳县人民法院

洪忠进、许小燕、林新造、郑秀琴、马显勤、许方清：本院受理
原告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洪忠进、许小燕偿还原告
借 款 本 金 880000 元 ，截 止 2016 年 10 月 20 日 的 逾 期 利 息
305234.67元，本息合计 1185234.67元，并清偿自 2016年 10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所应支付的利息；二、判
令被告林新造、郑秀琴、马显勤、许方清对被告洪忠进、许小燕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因无
法通过公告以外的方式送达，故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2016）晋0106民初3274号民事裁定书（保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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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桥东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马显勤、许方清、林新造、郑秀琴、洪忠进、许小燕：本院受理原告
太原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马显勤、许方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65000元，截止2016年10月20日的逾期利息311683.82元，本息合
计1176683.82元，并清偿自2016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
照借款合同约定所应支付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林新造、郑秀琴、洪忠
进、许小燕对被告马显勤、许方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公告以外的方式送达，故依照
法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晋0106民初3275号
民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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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桥东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林新康、林雪芳、林新造、郑秀琴：本院受理原告太原邦信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如下：一、判令被告林新康、林雪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87799.96元，逾期利息218863.03元（2015年3月19日至2016年
10月20日），本息合计606662.99元，并清偿自2016年10月21日
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所应支付的利息；二、判令
被告林新造、郑秀琴对被告林新康、林雪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公告以外的
方式送达，故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2016）晋0106民初3276号民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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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桥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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