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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信特区
额尔古纳

设置法官便民联系箱
本报讯 为了方便人民群众诉
讼，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人民法
院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不断将审判职
能向便民、公开方向延伸。近日，
该
院在诉讼服务中心门前设置了 20 个
“法官便民联系箱”
，
诉讼当事人及来
访群众可以将法律咨询材料、
反映问
题、信访信件或者对法院建设的意
见、
建议等投进便民联系箱。
这 20 个法官便民联系箱包含
了院长至普通审判员在内的所有员
额法官，法官每周五打开联系箱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在一周内给予书
面、口头或电话答复，
今年以来累计
收到反映问题 8 件，提出建议 4 件，
均办理完毕。
（仉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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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之旅：法院原来是这样子滴！

常熟

人大代表走进法庭
本报讯 近日，常熟市古里镇
人大代表陈芳走进江苏省常熟市人
民法院古里人民法庭调解室，与庭
长王鸣燕共同对一起离婚纠纷进行
调解。面对法官的理性分析和人大
代表的善意劝解，双方当事人逐渐
打破僵局，
最终达成离婚调解协议，
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
2017 年 5 月起，常熟法院陆续
在 8 个人民法庭成立人大代表联络
站，
以三十项举措为工作基础，
主动
联络各法庭辖区各级人大代表，通
过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庭审、参与调
解、监督执行、参观调研等方式，使
司法公信力得到进一步彰显。
（伍 毅）

同学们在诉讼服务中心参观网上立案系统。

同学们认识了石雕独角兽“獬豸”
。

同学们了解警用器械的知识。

安福

“再动员”攻克执行难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安福县
召开社会化协同执行化解目标案件
交办会，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还以文件形式转发了《2018
年全市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要点》
《吉安市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加强社会化协同执行化解目标案
件的通知》等三个文件，将 284 件 10
万元以下小标的未结案件、
部分系列
案件交办到全县各乡镇，
明确了工作
目标和期限。
（刘清林）

“法院原来是这样子滴！”5 月 29 日
下午，结束了在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的“探秘”之旅，亲历一个半小时旅程
的老师和学生们感慨“收获满满”。
当天，江山法院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游客”——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的 28
名同学和 3 名老师。
在江山法院蒲公英普法宣讲团成员
徐轶群、徐剑斌、张禹等几位“导游”
的沿途讲解下，同学们先后“游览”了
诉讼服务中心、囚犯临时羁押室、司法
警察器械室、审判法庭和执行指挥中心
等场所，详细了解了法院各审判场所的
职能、审判流程和法院文化等内容。
在审判大楼前，法官助理徐轶群通
过生动的典故，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让同学们认识了石雕独角兽“獬豸”。
身处临时羁押室，司法警察徐剑斌耐心
解答同学们一个个好奇的提问。在法官
助理张禹的指导下，部分同学扮演了法
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体验。
“今天有机会穿了法袍、敲了法
槌，让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不仅要做守
纪律的学生，更要做懂法律的小公
民！
”作为“小游客”
，胡周邮表示要将
“探秘”的收获与父母、老师以及同学
们分享。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
们组织他们走进法院‘探秘’，揭开司
法的神秘面纱，让他们对法院工作有近
距离的直观认识，从小感受到法律的关
爱与威严，进而传播尊法、崇法、守
法、用法的意识。”谈及此次活动的目
的和意义，江山法院政治处主任徐松如
是表示。

同学们了解法槌的用途。

同学们为“探秘”
之旅留下合影。

重庆永川

开展陪审员专题培训
同学们参观执行指挥中心。

同学们开展模拟法庭体验。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
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学习、贯彻落实
人民陪审员法，组织现任人民陪审
员 100 余人开展专题培训。此次培
训更加突出师资的专业性、内容实
用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充分展现了
永川法院对人民陪审工作的重视，
不断增强人民陪审员的履职参审能
力，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新
局面。
（夏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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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雪贞申请宣告李伯伦死亡一案，
经查：
李伯伦，
男，
1941年1月9日
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四街坊 2 楼 3 单元 80 号，身份证号
110102410109111。
于2007年12月27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
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李伯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死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四女毛 申请宣告何翠玲失踪一案。
申请人何
四女毛称，
何翠玲系何四女毛的养女，
于1997年在新兴县天堂镇走失，
至今没有回家，
申请人何
四女毛于2016年1月7日向新兴县天堂派出所提出报失，
至今已下落不明满2年。
下落不明人
何翠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
的，
下落不明人何翠玲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何翠玲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何翠玲情况，
向本院报告。[广东]新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2018)苏0602民特37号吴泽华申请宣告金长友死亡一案，经查：金
长友，男，1939年8月4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602193908041018，汉族，原住南通
市崇川区新桥新村20幢206室。金长友自2013年1月起下落不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金长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本院受理邵永树申请宣告邵祥树死亡一案，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依法作出（2017）辽 0403 民特 6 号民事判
决书。宣告邵祥树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召美申请宣告喻德文死亡一案，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在人民法院
报发出寻找喻德文的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喻德文仍然下落不明，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依法作出（2017）湘 0103 民特 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宣告喻德文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深圳锦宏捷科技有限公司、郭恒宾、刘怡希、周永梅：关于(2017)粤 0303 执

2572 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执行深圳锦宏捷科技有限公司、郭恒
宾、刘怡希、周永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16）粤 0303 民初 8139 号民事判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本院依法委托
深圳市永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郭恒宾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
区建设路火车站广场罗湖商业城 3213 房产（房产证号：2000406174）、刘怡希名下位
于深圳市南山区愉康大厦 1-47 房产（房产证号：6013089）
（详见生效判决书及评估
报告书）进行了评估，该公司出具深永评字 F（2018）1034、1035 号估价报告，上述涉
案房产评估价值分别为人民币 1238700 元、1512900 元。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
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及本院（2017）粤 0303 执 257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郭恒宾名下位于深圳市
罗湖区建设路火车站广场罗湖商业城 3213 房产（房产证号：2000406174）、刘怡希名
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愉康大厦 1-47 房产（房产证号：6013089），以清偿本案债务。如
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产，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
行通知。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常州海豪塑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常州市环境保护局以被执行人你位不
履行武环罚字[2017]190 号行政处罚决定为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内容
为：要求被执行人立即缴纳罚款 20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苏 0412
行审 122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主文内容为：一、准予强制执行原常州市武进区环
境保护局作出的武环罚字[2017]190 号行政处罚决定。二、被执行人常州海豪塑业
有限公司立即缴纳罚款 20000 元。三、强制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常州海豪塑业有
限公司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吕永清：本院在执行何峰与吕云善、吕永祥、吕永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拟对
被执行人吕永清名下中卫市沙坡头区文萃南路西侧世纪花园会所 4 号楼 105、205
号营业房（所有权证号：00002745）进行拍卖，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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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宁 0502 执恢 28 号执行裁定
书，自你接到本通知后 5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上述裁定书或公告届满后视为送达，届
时本院将对涉案房屋做拍卖处理，并对后续拍卖事宜不再另行公告。同时向你告
知，如拍卖无人竞买，本院将依法对涉案房屋做变卖等处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结婚证一本，持证人曹金发，发证机关：福州市民政局，发证日期：2003 年 10 月
14 日，结婚证字号：闽榕结字 w0313506，因系被告本人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福建]长乐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