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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奉贤：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征途
本报记者 严剑漪 本报通讯员 胡巧玲 文/图

2018年6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如往常一样炽热，在东方美谷会议中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法官工

作室）揭牌暨《涉东方美谷商事案件审判白皮书》发放仪式如期举行。

“奉贤东方美谷作为上海大健康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先行先试，也被上海市政府推进升级为‘上海东方美谷’，成为上海一张新

的产业名片。在此形势下，司法服务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强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提升市场法治化

水平，为东方美谷建设营造更高水平、更高要求、更高质量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仪式上，奉贤法院院长何斌表达了该院司法服

务保障营商环境的决心。

针对涉东方美谷企业目前在发展
中遇到的维权意识薄弱、相对方识别不
审慎等各类问题，韩峰告诉记者：“这些
问题的成因虽然有主、客观之分，但是
从法院的立场来说，我们一直希望通过
提供有针对性的司法服务来保障东方
美谷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换句话说，
变化的是举措，不变的是情怀。”

目前，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在审
判工作之外，还具有延伸服务这一特
色职能。针对东方美谷企业目前存在
的各种问题，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今
后准备以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延伸
服务工作切实维护企业权益。具体而
言，为了发挥警示引导作用，奉贤法
院将强化司法与行政部门联动，通过
业务指导、司法建议、审判白皮书等
多种方式，排查、疏导和防范风险，
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同时，该院
将加强类案宣传，对具有普遍性的经
营管理问题，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
涉东方美谷企业做好警示提醒，不断
提升企业完善机制、规避风险的能力
和水平。

另外，合议庭还将担负起服务提升
东方美谷企业的工作，例如加强与知识
产权法院、知识产权局的沟通，协同开
展法律咨询和服务；指导企业经营者加
强对商事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应用，做到
商业运营规范化、法治化；引导企业加
强对合作伙伴和交易对象的选择、识别
能力，切实保障自身经营安全。

此外，奉贤法院还将拓展延伸已有

的工作机制，如在“法企直通车”“小微
企业工作站”等特色品牌的基础上，开
拓创新打造平台升级版；结合东方美谷
产业科技含量高、外地企业多、科研人
才集聚等特点，联合工商联、经委、商会
等部门组织打造专业化东方美谷联动
平台，将联动品牌做大做强；定期组织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商会组织等单位
开展经验交流，发挥各方优势，构建更
加庞大和完善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
络，统筹各方资源，形成保障合力，有效
保障涉东方美谷企业稳定健康发展，以
躬行不辍的姿态助创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的新局面。

在6月7日的成立仪式上，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萌指出：“奉贤
法院成立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法官
工作室）并发布《涉东方美谷商事案件
审判白皮书》，创新审判工作机制，认
真总结审判经验，服务保障决策管理，
此举是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区委和市
高院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
措。”参加会议的东方美谷企业代表也
纷纷点头，高度肯定了奉贤法院在积
极保护涉东方美谷企业合法权益方面
所作的努力。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重要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奉贤
法院将以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法官
工作室）的成立和白皮书的发布为契
机，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以躬行不辍
的姿态助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新
局面。”何斌说。

上海奉贤的东方美谷是以健康、美
丽产业为核心，整合总部经济、文化创
意、旅游休闲、电子商务、体育运动、金融
服务等产业形成的区域经济体系。目
前，涉东方美谷的商事案件均由奉贤法
院民二庭集中审理，自 2015 年至 2017
年，该庭共审理涉东方美谷案件 77件，
涉案金额达2.1亿余元。

“在涉东方美谷商事案件的审理上，
我们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中。”奉贤法院副院长韩峰向记者介绍，
自2015年起，该院研究制定了加强司法
服务保障区域发展和保障东方美谷、中
小企业科创活力区建设的两个实施意
见，作为处理该类案件的指导性文件。
此后，该院不断加强司法为民，促进矛盾
纠纷的多元化解。比如，在辖区街镇设
立法官工作室，由资深法官定期指导调
解工作，对部分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
纷就地解决；依托“法企直通车”工作平
台，发挥“联合调解室”“小微企业司法工
作站”等功能，通过法律解答，诉讼引导
等方式定分止争；通过加强与行政机关、
仲裁机构及各类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
在推动程序安排、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
方面实现有机衔接。

据悉，在奉贤法院审理的原告某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
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
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被告公司章程忽
视了以原告为代表的中小投资者权益，
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当限制了股东

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合议庭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确认被告行为违法违规，于是
耐心向被告释法明理：“既然对违规行为
无异议，何不修改章程，成全双方的权
利？”最终，被告主动召开股东大会修改
了章程中的相关条款，此案实现了通过
法律解答和指导即达到定分止争的效
果，并且对依法完善公司治理规则，促使
涉东方美谷大型上市公司经营更加规
范，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的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多，新的问题又
开始浮现。”奉贤法院民二庭庭长张欢向
记者谈起了一起案例——这是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2015 年，被告在原告交付货
物后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告拒绝
支付货款，但除此之外未采取任何措施
进行取证。时隔一年后，原告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被告在庭审
中坚持以原告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为由进行抗辩，但因为相关证据的证明
力不足，最后败诉。

张欢说：“类似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总结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涉东方美
谷的企业不少都存在维权意识薄弱、内
部规定不完善、相对方识别不审慎等问
题。”张欢表示，随着涉东方美谷商事案
件的涉案金额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尤
其是今年上海市政府把“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全市重点工作之一，这类案件的审
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看来，一切都在孕育着变化。

一切都在变

涉东方美谷商事案件本身及其审理
要求在悄然发生变化，奉贤法院以此变
化之态势为舟楫激流勇进。

近期，奉贤法院受理了一起原告上
海某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汕头
市某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4100 余万
元。该案主审法官陆叶青介绍：“这个案
子不仅案情复杂，而且涉案金额巨大。
为审理好此案，我们依托大要案审理机
制，形成初步工作预案，抽调法官开庭审
理，同时开庭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每
一项工作都经过反复讨论和精心筹划。”

陆叶青表示，法院受理该案后，根据
原告申请及提供的财产担保，第一时间
出具了保全裁定。在了解到保全标的位
于广东省汕头市后，奉贤法院的审判、执
行部门协商制定保全方案，执行法官及
时赶赴外埠查封保全标的。但当执行法
官完成查封后，被告公司负责人张某却
暗自转移了这批被依法查封的财产，导
致该批财产下落不明。得知这一情况
后，奉贤法院一方面进行及时研判，研判
后认为应对张某的行为追究非法处置查

封财产罪，故第一时间向奉贤区公安分
局移送相关线索，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
处置查封财产罪对张某予以刑事拘留；
另一方面，法院经过多次协调，终于联系
到参与购买涉案标的的案外人——广东
某医药有限公司，遂将其作为案件第三
人一并调解。最终，在法院的持续发力
下，各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相关货款也
由第三人直接支付给原告。

“涉案纠纷就像几股绳子打了结，我
们实现‘案结事了’的方式，可以说是顺
着某一股绳子一直使劲，也可以说是多
股绳子共同发力。事实上，多头并进效
果会更佳。”在谈到矛盾化解时，韩峰举
了一个例子，以此说明借力多元化解的
优势。在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奉贤支行诉被告上海某制药有限
公司、浙江某药业有限公司、仙居某投资
有限公司、周某、施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等8起案件中，奉贤法院借助“法企直通
车”平台，通过温州在沪商会与相关企业
负责人对接，并在商会协助下开展调解，
很快，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纠纷顺利化
解。

在变化中求精进

记者看到，为有效应对商事审判
的变化，更优质地打造和维护公平竞
争、规范有序的营商环境，奉贤法院
立足自身审判职能，放眼全区工作大
局，以 2015 至 2017 年度审理的涉东
方美谷商事案件为样本，制作了涉东
方美谷商事案件审判白皮书（以下简
称白皮书），考察此类案件存在的共
性和突出问题，以期找准司法服务保
障东方美谷建设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并以此为支点，努力撬动涉东方美谷
商事案件的小星球。

据悉，奉贤法院于今年 6月 7日
成立的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法官工
作室）将以白皮书为重要参照，切实
担负起集约化办理涉东方美谷商事案
件的职责，即在既有的审判流程基础
上，专设绿色通道，快立案、快审
理、快执行，以达到提高办案效率、
缩短办案期限、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
目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立审执衔接
机制，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在审结案件的同时，促进案件顺利执
结，及时有效地保护和兑现涉东方美
谷企业的合法权益。

原告上海某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
告江苏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涉案金额达 3800 余万
元。奉贤法院受理该案后，第一时间
出具了保全裁定，并由审判、执行部
门共同研究、制定保全方案，执行法
官及时赶赴异地查封保全标的。同
时，合议庭也积极行动，最终促成双
方快速达成了和解协议。经过三个昼
夜的努力，最终抵债货物顺利到了原
告手中，整起案件从立案、审理到异
地执行完成，仅耗时一个月左右。

“我们在审理涉东方美谷案件时
发现，部分企业将重心放在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对自身规章
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重视不够，从而导
致风险的产生。”张欢表示，为此，
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将灵活运用微
信、电视片、庭审直播、巡回法庭等
载体，充分发挥公开审判和典型案例
的指导功能。“同时，我们还将通过
审判白皮书、司法建议、实地指导、
座谈交流等形式，不断提升涉东方美
谷企业依法经营、风险防范的意识与
能力。”

“以变制变”，通过精心审理案
件、多元化解矛盾、优化立审执衔接
机制等举措，奉贤法院坚持精益求
精。

在不变中展情怀

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所在的民二庭党支部以党建促审判，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上海高院副院长陈萌、奉贤区政法委书记周龙华共同为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
（法官工作室）揭牌。

奉贤法院开展“夏日决胜”涉金融集中执行活动。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31日（总第7427期）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秀英申请宣告胡勇敏死亡一案，于 2017
年7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8年7月24日
依法作出（2017）皖 0202民特 22号判决书，宣告胡勇敏死亡。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芳宇申请宣告张志贤失踪一案，于2018年3月26日
发出寻找张志贤的公告，公告期届满后，于2018年6月28日依法作
出（2018）冀0283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志贤失踪，指定刘芳
宇为失踪人张志贤的财产代管 人。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东森申请宣告滕
仕凤失踪一案。申请人孙东森称，其与滕仕凤系母子关系，滕仕凤
自2013年10月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滕仕凤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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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滕仕凤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滕仕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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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
仕凤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英梅申请宣告王
文会死亡一案。申请人王英梅称，王文会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其于2013年1月20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王英梅的哥哥王献忠
随即到田村路派出所报案，所有寻人途径以及方法都已经使用
过，但至今未有音讯。下落不明人王文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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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王文会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文会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文会情
况，向本院报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林建华申请宣告吴碧
玉死亡一案。申请人林建华称，吴碧玉于2014年7月17日在晋江市
永和镇出租房离家出走，至今已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吴碧玉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吴碧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吴碧玉生存现状的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吴碧玉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翁祖建申请宣告翁
吓直死亡一案。申请人翁祖建称，翁吓直，男，1947年7月24日出

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流水镇松南村西后池30号，于1998年
3月起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翁吓直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明人
翁吓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翁吓直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翁吓直情况，向
本院报告。 [福建]平潭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凤仪申请宣告吴翠环
死亡一案。申请人陈凤仪称，被申请人吴翠环大概在其14岁时患精
神病，于1990年年初离家出走，多年来经过亲戚朋友的多方寻找，至
今杳无音信。广州市公安局三元里派出所于2000年3月22日注销被
申请人吴翠环的户口。被申请人吴翠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吴翠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吴
翠环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会菊申请宣告武春增死
亡一案。申请人王会菊称，武春增于2014年5月19日离家出走，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武春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武春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武春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武春增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邢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宋翊郡申请宣告白雪失
踪一案。申请人宋翊郡称，申请人与白雪系母子关系，因白雪丈夫宋正
文于2010年因故去世，白雪于2010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人白雪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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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白雪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白雪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白雪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舞钢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鲁小涵、鲁嘉豪申请宣告田丹丹失踪一案。经查：
田丹丹，女，汉族，生于 1995年 12月 31日，住邓州市桑庄镇桑庄
村桑庄231号。田丹丹于2016年3月11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田丹丹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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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田丹丹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天豪、郑天帅申请宣
告周晶（女，身份号码411381198505071727，住河南省邓州市白牛镇
白东村白牛街44号）失踪一案。申请人称，其母周晶于2016年5月离

家出走，至今无音信。下落不明人周晶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周晶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周晶的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不申
报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周晶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受理索亮亮申请宣告李盛芳失踪一
案。索亮亮称,李盛芳，女，1983年7月5日出生，自2007年8月起离家出
走后查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1年。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
李盛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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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盛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李盛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李盛芳的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唐宁、唐志江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宁双菊公
民死亡一案，经查：宁双菊，女，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籍贯
为湖南省澧县，户籍所在地为澧县涔南乡永丰村 13 组 141325
号，身份证号：430723198010040022。宁双菊于 2011 年 4 月离家
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
望宁双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矫正宇申请宣告矫
然死亡一案。申请人矫正宇称，2012年4月被申请人矫然因患有
精神疾病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矫然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 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矫然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矫然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矫然
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杨琴申请宣告廖
红梅失踪一案。申请人杨琴称，廖红梅于2005年6月离家出走至
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廖红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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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廖

红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廖红梅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廖红梅情况，向
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杨梦云申请宣告
吴兴秀失踪一案。申请人杨梦云称，吴兴秀于2005年下半年离家
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吴兴秀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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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吴兴秀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兴秀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兴秀
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朝娟、王朝青、王朝
梅申请宣告王加燕失踪一案。申请人称，申请人与王加燕是母女关
系，申请人的父亲于2008年9月去世，王加燕于2010年与他人再婚，
2015年初王加燕离家出走，经申请人及其他亲属多方寻找，王加燕
下落不明，现已有3年多时间。下落不明人王加燕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不明人王加燕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加燕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加燕的情况，
向本院报告。 [江苏]滨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陈江芸申请宣告
代加玉失踪一案。申请人陈江芸称，代加玉于2004年4月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代加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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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代加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代加玉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代加玉情
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凤鸣申请宣告王
志远死亡一案，申请人王凤鸣称，下落不明人王志远，男，1970年
1月2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件编号210603197001230012，户
籍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江沿街83号1单元163，失踪前经常居
住地为元宝区县前街37号507室，系其儿子。于2014年6月24日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虽经申请人多方寻找仍无音讯，现王志远下落
不明已满4年，特申请宣告王志远死亡。下落不明人王志远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志远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
志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
王志远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姜铁生申请宣告姜美玲死亡一案，经查：姜美玲，
女，1989年6月8日出生，满族，原住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
木镇国道旁村，系申请人女儿。姜美玲于2002年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 1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望与姜
美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沈艳伟申请宣告沈宝库死亡一案，经查：沈宝库，男，
1951年6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西丰县陶然镇登云村一组001号。
于2004年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沈宝库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依法判决。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受理申请人杨志富申请宣告杨壮壮死
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杨壮壮，男，汉族，1995年4月1日出
生，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大堡村一组33号，其于2018年
6月24日随“辽大连渔15035”号渔船出海时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下落不明人杨壮壮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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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壮壮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
壮壮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杨壮壮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井文、杨秀艳、杨秀丽申请宣告杨井伍死亡—
案，经查：杨井伍，男，身份证号：211481197103225010，于20年前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杨
井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兴城市人民法院

吴菊平、王财荣、南京兴安航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再审
申请人吴运飞、薛学云与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王财荣、吴菊平、原审被告吴剑辉、南京兴安航运有限
公司、南京昌源海运有限公司、南京运锦海运有限公司、南京成
功船务有限公司、南京万荣海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如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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