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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让家事审判有温度法官有温情
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宋 颖

重庆市彭水县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县绝大部分为苗族土家族，百分之九十为农村居民，家事案件常年占民商事案件总数

的四分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家事纠纷数量上升，类型多样，面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新问题、新情况，重庆市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中，从保障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出发，积极推进家

事审判工作改革，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贯穿于家事审判全过程，积极受理案件，耐心细致调解，妥善化解了大量家事纠

纷，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家事审判不是冷冰冰的一纸判
决，更要注重人文关怀，立足于维护
家庭伦理价值观、修复家庭成员之间
的感情”。彭水法院副院长陈霞说，
家事纠纷归根结底是爱的延伸，因
此，必须要积极转变家事审判理念，
稳妥处理好每一宗家事纠纷。作为少
数民族地区家事审判试点法院，审理
家事案件，彭水法院将严格执行国家
法律与尊重当地善良风俗相结合，在
宣告婚姻无效、撤销或以同居案件处
理时，作人性化的说理，不是动辄以
违法为由强行处罚或生硬教育，在离
婚标准的掌握上尽量与少数民族离婚
习惯吻合。

除了注重本地实际之外，彭水法
院还注重吸收借鉴家事审判明星法院
先进经验，认真贯彻调解优先、不公
开审理、当事人亲自到庭、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等原则积极开展家事审判
工作。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以来，有效
地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避免了不明
真相或情绪激动的亲属发生扰乱法庭
秩序的行为；通过随案发放《家事案件
特别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家事纠纷因
具有人身关系上的特殊性，本人到庭
参加诉讼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和人民法院准确裁判，自开展家事审
判改革试点以来，除公告案件外，其余
家事案件当事人亲自当到庭率为
78%；

对涉及子女抚养的案件，通过委
托调查了解孩子的抚养现状，尊重适
龄孩子的意见，并注重对其进行心理
疏导，降低因父母离异等因素对孩子

造成的不良影响。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彭水法院积

极创新，开拓发展，积极推行离婚冷
静期制度，以当事人自愿申请与法院
根据案情主动适用相结合，随案发放

《离婚冷静期申请书》，由当事人申请
并提出冷静期感情修复方案，离婚冷
静期适用率为21%。

家庭暴力行为对家庭成员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定
因素。彭水法院努力探索家庭暴力案
件审判机制，积极创新举措，加强法
律干预，全力杜绝家暴现象再升级，
用司法为涉家暴案件的受害者开辟了
温暖的港湾。在协助对口扶贫的善感
乡农纲村建立起了该乡第一个“家庭
暴力投诉点”，由专人负责接待家暴
投诉人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帮助。

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
和特定家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
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彭水法院积
极探索人身保护令发挥作用的有效方
式，在办案过程中注重对当事人的教
育，尤其是在送达人身保护裁定书
时，注重释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性
质和意义，使申请人认识到家庭暴力
的错误，真心实意地自愿遵守保护令
内容，依法有效制止家庭暴力并防止
家庭暴力再次发生。2016 年 12 月 1
日，彭水县法院发出了首张人身安全
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陈某殴打、威
胁、骚扰、恐吓、跟踪李女士及其相
关近亲属，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这
是 2016年 3月反家庭暴力法落地后，
该县首个“获益者”。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推
进家事审判专业化，对解决家庭纠纷，促
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
以说，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对于加强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彭水县人民法院
院长秦长春说。

为顺利推进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
作，彭水法院于2016年6月出台了《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设立了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
且在民事审判一庭成立了家事审判合议
庭，合力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此外，彭水法院还创新设立婚姻家
庭巡回法庭，派驻1名家事法官在县民
政局办公，就地接待群众咨询，及时受
理、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对矛盾纠纷能
够及时化解的就地调解并依法达成调解
协议，同步完善结案、扫描、录入工
作；对调解不成或需要公告或疑难复杂
等案件，转由家事审判团队处理，有效
分流诉讼案件。2016 年以来，婚姻家
庭巡回法庭审结案件568件。彭水法院
的婚姻家庭巡回法庭被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作为家事审判改革的先进经验，写
入了2016年度重庆高院工作报告。

在完善家事审判机构的同时，彭水法
院针对家事纠纷的特点，精心挑选审判力
量组建1+2+2的审判团队，即由1名具有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且有7年民事审
判工作经验的员额法官，与2名法官助理
及2名书记员组成，并从民政、妇联等单位
选任9名女性人民陪审员充实审判力量，

着力体现家事审判对柔性司法的需求。
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家事纠纷大

部分涉及感情和心理问题，考虑到这方
面因素，彭水法院选任 6名具有三级心
理咨询师资格的干警担任心理疏导员，
通过与县内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婚姻家
庭咨询机构、教育机构等实现沟通对接，
充实心理疏导人员力量，目前已对 365
名当事人开展了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在
5个人民法庭各确定 1名员额法官专办
家事案件，实现家事案件的归口审理。

2017 年 11 月，彭水法院引入心理
测评系统，同时设置专门的心理测评
室，经过近3个月的调试于2018年2月
上线运行，正式将心理测评系统应用于
家事审判中，纵深推进彭水法院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心理测评系统
囊括了“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在内的
11种类型共计 91项量表，参评人通过
作答各量表项下心理测评问卷，由心理
咨询师根据生成的测评报告对参评人员
的心理健康、人格特点等进行研究分
析。

截至2018年2月，彭水法院家事审
判团队通过细致分析、深入研究和反复
论证，重点依托OLSON婚姻质量问卷
(ENRICH)、家庭环境量表 (FES)等量
表，成功引导了5位家事案件当事人参
加测评，根据系统生成报告进而得出专
业的心理测评结果和建议，有效辅助了
审判人员更深入地了解家事案件当事人
双方所处的感情状况、家庭环境和家庭
关系，将心理学与审判实务有机结合，逐
渐实现该院对审理家事案件更加精细
化、专业化的要求。

夯基础 重内涵 强化组织保障

建机制 重合作 促进开放联动
为深入开展家事审判试点，2016

年 6月彭水法院出台《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对家事案件审判制
度及家事纠纷综合协调等机制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规定。

家事审判不能是法院一家的“独角
戏”，彭水法院建立覆盖全县所有乡镇、
街道、村组的家事调查、调解网络。在全
县各乡镇选任熟悉民族风俗、乡村习惯、
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459名基层干部作
为家事调查员。与县妇联共同选任热心
调解、公道正派、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
341 名妇联骨干担任家事调解员，建立
家事调查员、调解员名册，明确“两员”选
任条件、回避原则、工作要求、保密义务
及禁止性规定。目前，“两员”的工作模
式为由彭水法院立案庭先行委派家事调
解员对家事案件进行诉前调解，若调解
成功，则由立案庭立案后并调解结案；若
调解不成，则由立案庭立案后移送至家
事审判团队审理，案件在开庭前由法官
助理联系家事调查员，委托调查案件相

关情况。若审理后，家事法官认为还有
调解可能的，在诉中再行邀请家事调解
员协助调解。

同时，彭水法院与县委政法委、县检
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民政局、县
妇联等部门沟通协调、合作分工，积极筹
建反家庭暴力整体防治网络，构建全方
位的反家暴防治体系。2017年 5月，彭
水法院组织召开“反家庭暴力工作联席
会议”，联合县综治办、检察院、公安局、司
法局、民政局、妇联成立了全市首个“反家
庭暴力工作联络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信息共享制度、办案联动制度、案件督办
制度、法制宣传制度，形成反家暴工作合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家事审判调解工
作方式方面，彭水法院创新开辟了异地
调解模式，对因异地务工长期分居而引
发的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离婚不持异议
且具有调解意愿，但因务工地点较远，比
如在新疆、福建、浙江等地，不愿返回参
加庭审或调解的，彭水法院从司法为民
的宗旨出发，采用委托被告所在地法院
进行异地调解的模式进行调解，即由家

事法官通知原告到场，通过原告提供
的联系方式联系被告，在核实被告身
份且征得双方同意后组织调解。在确
定双方已无意愿和好的前提下对其子
女、财产等问题依法予以处理，然后形
成书面调解笔录通过公函的形式委托

被告所在地法院代为核实被告身份，
再由被告核对笔录内容并签字确认，
然后由受委托地法院将笔录寄回彭水
法院，实现异地调解。自家事改革以
来，彭水法院成功委托外地法院实现
异地调解离婚案件11件。

转理念 重服务 坚持柔性司法

家事纠纷越来越复杂，彭水法院
多形式开展家事团队业务培训，不断
提升家事团队成员业务能力。该院每
年组织召开“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
员骨干培训会”，着重对“两员”的
工作意义、工作内容和工作技能进行
培训，强化对家事审判辅助人员的培
训和家事审判改革工作的宣传。

为妥善化解家事纠纷、充分发挥
纠纷联动合作机制作用，彭水法院制
定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家事调查员工作规程 （试
行）》 和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家事调解员工作规
程 （试行）》，并通过培训会对“两
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使“两员”

明确各自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
作流程，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2016 年 11 月，彭水法院组织家
事法官就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对妇联骨干进行了专
题培训。该院制定了《施暴前科备案
登记表》，交由各单位和组织监督填
报，并及时给予受害人帮助。为进一
步让群众了解反家暴的必要性，该院
召开反家暴专题新闻发布会，组织家
事法官对农村留守妇女就反家庭暴力
法进行讲解答疑8次，播放首部反家
暴微电影 12 次，发放反家暴宣传单
351册，让老百姓从意识上重视家庭
暴力，形成全民反家暴态势。

广发动 重实效 加强宣传教育

盛方奇 制图

建机制 重合作 促进开放联动

广发动 重实效 加强宣传教育

夯基础 重内涵 强化组织保障

设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精心挑选
审判力量组建1+2+2的审判团队，创新设立婚
姻家庭巡回法庭，合力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多形式开展家事团队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家事团
队成员业务能力。每年组织召开“家事调查员、家
事调解员骨干培训会”，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等强化对家事审判人员的培训和家事
审判改革工作的宣传

建立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街道、村组的家事
调查、调解网络；建立家事调查员、调解员 “两
员”工作模式；筹建反家庭暴力整体防治网
络，构建全方位的反家暴防治体系；创新开辟委托
被告所在地法院进行调解的异地调解模式

转理念 重服务 坚持柔性司法

认真贯彻调解优先、不公开审理、当事人
亲自到庭、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等原则积极开
展家事审判工作。推行离婚冷静期制度，积极探索
人身保护令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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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要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
1204民初1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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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张中海：本院受理原告赵巍诉被告张中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黑 0602 民初
2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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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曹宏：本院受理原告刘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585 民初 673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沙溪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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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杨建强：本院受理原告张禹与被告杨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
0509民初 14667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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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天旭经贸有限公司、王喜龙、刘洪伟：本院受理原告
本溪钢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503民初148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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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法院

张北：本院受理原告赵辉国与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晋 0823民初 49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二团队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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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闻喜县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现我公司履行通知
义务如下：我公司已于2018年6月13日与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我公司享有的并经生效文书确认的债权及
附属权益依法以现状转让给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所转让债
权对应的债务人以及关联人自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全部义务。1、债务人：王惠君，判决案号：（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10057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352号；2、债务人：廖建河、吴娟，
判决案号：（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940号，执行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
第11339号；3、债务人：张聪敏、方奕媚，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
第147号，执行案号：（2011）深福法执字第5836号；4、债务人：张聪敏、方奕
媚，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644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
执字第2949号；5、债务人：丰莉、吴恭华，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
第9074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5898号；6、债务人：王海燕，判决
案号：（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357号，执行案号：（2015）深福法执字第
3458号；7、债务人：刘坚，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2号，执行
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4752号；8、债务人：刘坚、刘华，判决案号：（2011）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178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4753号；9、债
务人：秦轶，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158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
执字第3791号；10、债务人：徐友华，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144号，执行案号：（2011）深福法执字第5832号；11、债务人：徐友华，判决案
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007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351
号；12、债务人：徐友华，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1号，执行
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1517号；13、债务人：叶志宏，判决案号：（2012）深
福法民二初字第150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7273号；14、债务
人：叶志宏，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116号，执行案号：（2013）
深福法执字第6689号；15、债务人：叶志宏，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
字第193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4086号；16、债务人：叶志宏，判
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6176号，执行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第
2246号；17、债务人：宋黎，判决案号：（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06号，执

行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第5275号；18、债务人：余坦、杨红梅，判决案号：
（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10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717
号，恢执案号：（2013）深福法执恢字第794号；19、债务人：董洪飞、陈映瑜，判
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2号，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
4084号；20、债务人：董洪飞、陈映瑜，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6875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143号；21、债务人：凌观维、叶群
英，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09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
执字第6715号；22、债务人：凌观维、叶群英，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二
初字第2645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2952号；23、债务人：叶松
青，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157号，执行案号：（2012）深中法执字第
637号。 深圳市中兰德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现我公司履
行通知义务如下：我公司已于2018年6月13日与深圳市应鑫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我公司享有的并经生效
文书确认的债权及附属权益依法以现状转让给深圳市应鑫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请所转让债权对应的债务人以及关联人自公告之日
起向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1、债务人：潘海
峰，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285号，执行案号：（2012）深中法执
字第634号；2、债务人：潘海峰，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692号，
执行案号：（2013）深中法执字第220号；3、债务人：杜敦敦，判决案
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6175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
第5425号；4、债务人：杜敦敦，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2123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691号；5、债务人：谢绍辉、
朱兴俊，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5号，执行案号：
（2013）深福法执字第7980号；6、债务人：王宏，仲裁案号：（2012）深
仲裁字第693号，执行案号：（2013）深中法执字第221号；7、债务人：
王宏，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286号，执行案号：（2012）深中法
执字第626号；8、债务人：马健、任晓文，判决案号：（2011）深福法民
二初字第9046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108号；9、债务
人：符以三、符安玉，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506号，执

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8117号；10、债务人：符以三、符安玉，
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6178号，执行案号：（2014）深福
法执字第2247号；11、债务人：符以三、符安玉，判决案号：（2013）深
福法民二初字第919号，执行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第5321号；12、
债务人：彭博、詹瑞杰，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88号，
执行案号：（2012）深福法执字第7268号；13、债务人：彭博、詹瑞杰，判
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323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
字第4814号；14、债务人：彭曙光、宋甜甜，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
初字第8274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714号；15、债务人：彭
曙光、宋甜甜，判决案号：（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354号，执行案号：
（2015）深福法执字第3459号；16、债务人：彭曙光、宋甜甜，判决案号：
（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185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7979
号；17、债务人：郑华英，判决案号：（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26号，执行
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第5319号；18、债务人：郑华英，判决案号：
（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89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
5587号；19、债务人：杨金港，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90
号，执行案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2883号；20、债务人：田晓平，仲裁
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573号，执行案号：（2013）深中法执字第992
号；21、债务人：田晓平，仲裁案号：（2012）深仲裁字第694号，执行案
号：（2013）深中法执字第993号；22、债务人：田晓平，仲裁案号：（2015）
深仲裁字第959号，执行案号：（2015）深中法执字第2101号；23、债务
人：徐敏林、顾干平，判决案号：（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273号，执行案
号：（2013）深福法执字第6718号；24、债务人：徐敏林、顾干平，判决案号：
（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109号，执行案号：（2014）深福法执字第5320
号。 深圳市中兰德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福 州 榕 英 实 业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181691918987J）、钟 志 习（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50127197511125292）：本院受理原告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付还货款176933元及诉讼费、保全费；被告钟
志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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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及答辩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9月28日15时在岐山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常州宇优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青岛奥乐奇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已审理终结。
现将青仲裁字(2017)第689号裁决书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事项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内，即视为送达。 青岛仲裁委员会

枣庄市万恒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永福
中路（科技中心二楼）】、李饷（男，汉族，1980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370403198005060258）：承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申请人承德可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枣庄市万恒实业
有限公司、李饷的购销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被申请人公告送达
（2017）承仲裁字第[186]号仲裁答辩通知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风险责任告知书、仲裁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为送达。提交仲裁答辩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及相关手续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到本会领取开庭通知书、庭组通知书，开
庭时间为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30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本会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行政中心东楼726室，办公电话：0314-
2051841。 承德仲裁员委员会

深圳共和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兴县畔森投资有限公司：本
会于2018年3月27日受理的申请人嘉兴乐享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你们的投资合同纠纷案[（2018）武仲受字第000001064号]，
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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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和15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湖南聚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王茂青：申请人贺燕与被申
请人你们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衡仲
字第108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程序选定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你们若未在指定期
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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