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总编室主办 实习编辑 陆茜坤 新闻热线（010）67550779 电子信箱:caifeng@rmfyb.cn[ /黑龙江版]

大庆：善用加减乘除 巧解执行方程
本报记者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朱丹钰 王希慧 杨晓惠

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庆市两级法院树立“人人是环境”理念，向影响城市发展的难题“执行难”开刀，用诚
信弹奏城市发展的司法旋律。加强“五院”建设，善做“加、减、乘、除”，巧解“执行难”方程式，打响“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攻坚战役。2017 年年初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执结案件 3908 件，执结标的额
15.05 亿元，用行动擦亮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城市名片。

广做加法 壮大执行“朋友圈”

勇做减法 精准出击“去库存”

精做乘法 结案“指”日可待

严做除法 监管执纪“六亲不认”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精准出击、铁

腕震慑的同时，大庆中院高度重视执
行队伍自身素质建设，与绩效考核挂
钩，推出系列创新管理举措。

打造学习型执行队伍，坚持周五
下午集中学习制度，由市中院通过远
程视频会议系统带领全市执行干警学
习新法律、新规定；推行指挥中心点名
制，全市11家法院全部建成标准化执
行指挥中心，实现音视频实时传输、
同步录音录像，并与单兵作战系统相
连，中心监管人员随时掌握执行干警
外出执行情况，倒逼执行规范化；拓
展执行信息资源，建立全市执行战线
微信群，收集全国执行新动态、好做
法，转到群里供大家交流讨论、学习
借鉴；打响执行宣传战，先后通过报
纸、广播、电视、网站、法院官方微信、
微博等平台，以专题、直播、H5 等形
式 发 布 稿 件 281 篇，被转发、评论
53600余条次。

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全社会起到了

教育、警示、威慑作用，增进了公众对
“执行难”问题的理性认识，凝聚了全
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
广泛共识。先后有252起案件的239名
失信被执行人或其家属迫于舆论压
力，主动联系法院积极履行义务，主动
履行金额564.61万元。

“谣言止于智者，怀疑止于公
开。”大庆法院专门研究推出了执行
程序标准体系，通过执行信息系统、
法院“两微一网”、液晶屏、宣传栏等
载体，全面发布执行动态和执行干警
简介等执行公开信息 13562 条，连续
开展了两次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
活动，严防消极执行、选择执行、乱执
行等问题。

有了问题捂是捂不住的，依法依
纪处理，坦然面对，更显阳光本色。年
初以来，大庆两级法院共对存在执行
瑕疵的 9 名干警进行了警告，对情节
相对严重的1名聘任制司法警察给予
了开除处理。

“你们也是神了，听说对方要申请
执行，我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奔银行
去把钱挪走，到了就发现存款被冻结
了，你们干执行的会飞啊？”被执行人
吴某一脸沮丧。

“我们不会飞，只不过我们与银行
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别说你的
存款，包括你的车、你的房、你的生意
都有‘伙伴’帮我们布控。聪明人就别
赖账。”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庭
庭长尤泽慧幽默地对吴某说。

尤泽慧的底气就是大庆法院专门
“打赖”“治赖”的隐形大网——纵横联
动执行网。

提升执行质效，人才是关键，合作
是法宝。大庆中院积极向市委、市政府
汇报协调，与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
联合制发文件、签署协议，目前已与工
商、土地、银行、保险、税务、车管、
公安、检察、交通、民航、铁路、组
工、人事等 32 个行业部门建立了联动
执行机制，通过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市场准入、禁发贷款、财产协控、限制
高消费、禁止子女报考公务员等手段，
使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2017年以
来，全市法院与上述部门先后合作开展
财产查控 9956 件次，及时发现和查
封、扣押、冻结、划拨财产 1.36亿元，
结 案 325 件 ， 占 全 部 执 结 案 件 的
11.2%，结案标的额累计达 0.65 亿元。
同时，依法严厉打击犯罪，移送公安机
关协助查控执行案件 666件 680人，采
取司法拘留 19 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14件15人，已定罪判决8件9人。

对外持续扩大执行“伙伴”网，于
内集中力量捏紧拳头，大庆法院执行工
作内外兼修，双管齐下，推行执行警务
化、团队化、一体化改革，建立起执行
法官、执行员、司法警察及法官助理组
成的“1+2+2+1”团队化执行模式，执
行力量、法警力量集约一体化使用。在
个案执行程序上，强调立案、审判不忘
执行，积极开展立案保全提示、诉中保
全引导、判后执行提示，推行立审执协
同作战。同时，积极开展提级委托执
行，涉辖区不同法院的同一被执行人的
系列案或同一重大财产的拍卖等，中院
实行统筹管理，提级执行或委托基层法
院集中办理，全面提升执行质效。

“失信被执行人也是人，也得食人
间烟火。无论是谁，只要他生活在地球
上，有履行能力，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
出来。”在大庆中院副院长何文平的办
公桌上，有一整套全市法院重点执行案
件的进度表，已经被她勾画得难以辨
识。表格上的每一起案件都深深印入她
的脑海里，随便提到一起案件，她都张
口就来、如数家珍。

2017 年元旦刚过，大庆中院就在
全市法院部署开展了涉民生案件专项执
行行动，对 2016年 10月 20日前立案受
理的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
扶养费、抚恤金以及医疗损害赔偿、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赔偿等八类
涉民生案件进行集中清理执行。其中，
朱某的案子是何文平督办的一个重点案
件。

1997 年，朱某承包某单位局部改
扩建工程。58 万元工程款到手后，因
个人收益没达到预期，朱某动了歪念，
给雇佣的 18名农民工支付了 16万元工
资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付剩余的工
资，后被诉至杜蒙县法院。法院判定朱
某向工人们支付余下的工资款及利息
33 万元。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但朱某
却找不到了，申请人又提供不出有效执
行线索，案件被迫中止。

2017 年 1 月 24 日凌晨，在滴水成
冰的寒冬腊月，户外连续蹲守三天三夜
的执行干警终于把朱某堵在了被窝里。

“就为躲这笔账，我每天提心吊胆二十
多年都过来了，原本以为没啥事儿了，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这钱啊，连
本带利我还！”见到执行干警的那一

刻，被执行人朱某竟然有些许的解脱。
何文平在调研中发现，执行积案、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访案件，是
执行攻坚战中最大的梗阻，于是接谈她
向中院党组提出了解决建议。2017 年
春节后，中院即在全市两级法院集中组
织开展了“三清”百日执行攻坚会战和

“院长接访月”活动，两级法院院长执
行信访案件、研究化解措施、督办落实
化解进度。

王某等 11 户奶农申请执行追讨奶
资款时，对被执行人刘某隐匿财产、不
还欠款的行为非常气愤。正逢“院长接
访月”，奶农们找上法院，强烈要求解
决问题。中院随即牵头成立专案组，一
方面细致查找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证
据，另一方面与被执行人展开心理战，
向其释法析理。经过8天工作，被执行
人迫于法律的强大压力，主动将15.9万
元奶资款送至法院。

4月，大庆法院又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集中打击失信被执行人“油城利剑行
动”，采取限高、悬赏、搜查、查封、
扣押、拘留、罚款、夜间执行、凌晨
执行等一切依法可采取的措施，从严
从重从速打击拒执行为。大庆市委书
记韩立华在中院报送的工作简报上批
示：“创造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对于我
们打造优良发展环境意义重大。‘油城
利剑行动’组织周密，措施硬朗，效
果明显。”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专项执行活
动中，全市法院共执结案件 1168 件，
包括积案 324 件、涉民生案件 263 件，
结案总标的额 8107.27万元，对不符合

“谁抢占信息化先机，谁就掌控
了现在；谁拥有互联网+思维，谁就
拥有了未来。未来执行也许只需用你
的手指轻触按键。”大庆中院副院长
李树民说。

为实现执行办案、结案“指”日
可待的目标，大庆法院人一直潜心钻
研、不遗余力。2016 年以来，全市
法院斥资 1800 余万元高标准建成投
用执行指挥中心体系，41 个执行团
队全部配备单兵系统和执行指挥专用
车辆，推进解决了线索难找、动态难
控、证据难定、财产变现不清等诸多
问题，执行结案率、实际执结率分别
提升10.58和8.25个百分点。

执行的关键是精准查找、有效控
制被执行财产。为解决以往执行干警
使用执行查控系统不规范、采取查控
及联合惩戒措施不及时的问题，大庆
两级法院以执行指挥中心规模化、体
系化建设为载体，协调有关部门追加
投资专门成立执行案管中心，专司案
件查询、材料收转、档案调取、清理
执行暂存款、公布与屏蔽失信被执行
人、司法拍卖、卷宗管理、接收传达
上级执行指挥中心指令、信息共享、
单兵指挥等一系列执行程序辅助工
作，以及执行流程节点监控、执行案
件督办、执行数据统计、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案件库的管理及其他综合管理

工作，加快构建“网上执行局”。
为解决机制层面的问题，大庆中

院专门出台了“总对总”“点对点”
查控实施意见，坚持逐案查控，在电
脑随机分案前，由管理中心查控小组
先行网上核查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车
辆、房产、工商登记等信息，查到财
产当即网上查封、冻结，核查未果再
电脑随机分案；坚持定期查控，执行
法官收案后每隔 15 天查控一次，记
录在卷，并将查控结果实时反馈申请
人；坚持联合查控，基本实现执行指
挥系统和点对点查控系统全覆盖，形
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
联合惩戒的生动局面。为将查控到的
财产尽快变现，大庆两级法院还将网
络司法拍卖作为查控财产处置方式的
首选，自 2015 年 12 月 2 日龙江网络
司法拍卖第一拍在让胡路区法院落槌
后，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迅速被全市
两级法院广泛使用。

今年初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查
控执行案件 14630余件次；发布限高
令 51件、限制出境令 16件，累计公
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2210 人；进行
网络司法拍卖397件，成交49件，成
交 金 额 5763.6 万 余 元 ， 溢 价 率
9.87%，真正把信息技术转化为执行
干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转
化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紧箍咒”。

终结本次程序规定的658件执行案件
全部恢复程序依法办理。期间，共出
动车辆 9380余次，调动干警 2.8万余
人次，拘传 254人，拘留 202人，依
法搜查1269次，查封421件次，扣押
车辆133台次，冻结账户341个。

“我们就是要以一个又一个的行

动、一项又一项的安排，环环联动，
层层递进，让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安
宁，从而换来申请执行人的‘安
宁’，换来申请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
满意，换来解决执行难最好的效
果。”大庆中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中
明说。

盛方奇 制图

广做加法 壮大执行“朋友圈”

大庆中院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协调，与
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联合制发文件、签署协
议，与32个行业部门建立联动执行机制，2017
年以来合作开展财产查控9956件次，及时发现
和查封、扣押、冻结、划拨财产 1.36亿元，结
案325件，占全部执结案件的11.2%，结案标的
额累计达0.65亿元

勇做减法 精准出击“去库存”

精做乘法 结案“指”日可待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专项执行活动中，大庆
市法院共执结案件1168件，包括积案324件、涉
民生案件 263 件，结案总标的额 8107.27万元，
对不符合终结本次程序规定的 658件执行案件全
部恢复程序依法办理

2016年以来，大庆市法院斥资1800余万元高
标准建成投用执行指挥中心体系，41个执行团队
全部配备单兵系统和执行指挥专用车辆，推进解
决了线索难找、动态难控、证据难定、财产变现
不清等诸多问题，执行结案率、实际执结率分别
提升10.58和8.25个百分点

严做除法 监管执纪“六亲不认”

大庆法院专门研究推出了执行程序标准体
系，全面发布执行动态和执行干警简介等执行公
开信息13562条，连续开展两次规范执行行为专
项整治活动，严防消极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
等问题

本院根据上饶县远翔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6月8日
裁定受理上饶县远翔实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6月8
日指定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担任上饶县远翔实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上饶县远翔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7月5日起至
2017年8月10日止，向上饶县远翔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地址：上饶县京都国际大酒店（上饶县旭日大道8号）
B楼一楼大厅；邮政编码：334100；联系人及电话：董昌巍律师（联
系号码15946815177），毛晶晶律师（联系号码15179361888）。债
权人申报债权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
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上饶县远翔
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上饶县远翔实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
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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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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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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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上饶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平安天鸿（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7年 6月13日裁定受理沈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 6月20日指定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为沈
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沈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2017年9月8日前，向沈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五经街17号；邮政编码：110003；联
系人：刘畅；联系电话：024-22783046 13940293993）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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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沈阳南峰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7年9月20日9时在沈阳市辽中区碧水湾酒店五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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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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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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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因台州李林皮革有限公司、温岭市李林皮革有限公司已达到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程序，符合法定
破产条件。同时，无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或清偿债务，债务
人、债权人未申请和解，也未招募到合适的重整方参与重整，导致台
州李林皮革有限公司、温岭市李林皮革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继续恶化
的情况之下，缺乏挽救的可能性。根据台州李林皮革有限公司、温岭
市李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裁定如下：一、终止台州李林皮革有限公司、温岭市李林皮革有限公
司重整程序；二、宣告台州李林皮革有限公司、温岭市李林皮革有限
公司破产。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7月3日
裁定受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7月3日
指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8月11日前，向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文苑大道1号体育中心北一区1
楼；邮政编码：401220；联系人：曾哲、洪靖；联系电话：023-
68873039、6887304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
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利。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重庆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8月18日上午9时30分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方式和地
点另行通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汇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微汇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中汇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8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就本案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和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惠州市安川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蒙特纳利驱动
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1302
民初489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仲恺高新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堃泰贸易有限公
司、贵州利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修平、李竹娟：本院受理原告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岩支行诉被告贵州黔商市西投
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堃泰贸易有限公司、贵州利尔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李修平、李竹娟金融借款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黔01
民初373号，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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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一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黔商市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凯达丰商贸有限公
司、贵州利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修平、韩勤、李竹娟：本院受理
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岩支行诉被告贵州黔商市
西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凯达丰商贸有限公司、贵州利尔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修平、韩勤、李竹娟金融借款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6）黔01民初372号，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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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一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景华、苏改英：本院受理任培华诉王景华、苏改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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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清偿借款本金938万元及利息等。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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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7日上午
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神木县永旺贸易有限公司、陕西德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王
永平、刘云、韩虎威、樊和平、薛云祥、鱼美泽、孟巧珍、杨萨日娜：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县支行诉神木县永旺
贸易有限公司、陕西德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王永平、刘云、韩虎
威、樊和平、薛云祥、鱼美泽、孟巧珍、杨萨日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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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850万元及利息等。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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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神木县久泰商贸有限公司、高路路、高旭、王万刚、訾兰畔、
王永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县支行诉神

木县久泰商贸有限公司、高路路、高旭、王万刚、訾兰畔、王永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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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
元及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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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榆林市万正石化有限公司、榆林人和致远商贸有限公司、榆林
华庆工程有限公司、榆林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占军、李守
花、白双人：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县支行诉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分行、榆林市万正石化有限公司、榆
林人和致远商贸有限公司、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榆林华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占军、李守花、白双人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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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请求立即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执226号
执行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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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榆林市榆阳区健远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陕西榆林榆阳区三台
界煤矿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高新区支行、榆林市榆阳区
健远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
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依法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6月签订
的《借款合同》无效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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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侯宝：本院受理杨文清诉王侯宝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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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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