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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层层压实责任 打好决胜之仗
黄海磊

在陈明辉办公桌旁的柜子里，一摞文件半米多高。

随手抽出一份，上面有手写的注明：几项指标超全省水平，哪些指标还低于全省水平，哪家法院拖了后腿，问题出在哪……

“这是两年来执行工作的数据报表，每份都作有笔记。”作为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把手，陈明辉在执行工作上花了很

多心思。

推进工作纵深发展，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在广东江门法院，一把手率先垂范，对执行工作，坚持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级做给一级看。

一把手亲自抓带头干 领导是后勤部长和服务员

“问题不过夜，有困难第一时间
提。”在江海区人民法院，这句话，
执行一线人员耳熟能详。

说这话的是该院院长黄锡芳。
一起执行案，执行员周威鹏碰了

“钉子”。准备查封的财产，被执行人
转移走了，周威鹏第一时间汇报了此
事。

不曾想，为此黄锡芳召集了执
行局和刑庭开会讨论，决定以拒执
罪将被执行人移送给公安机关。

“小”问题，“大”对待。这是
周威鹏事先没想到的。

刚上任时，黄锡芳觉得，一把
手直接管业务，总归不合适。但几
次会议上，听到陈明辉反复强调，
一把手要做数据、服务和责任院
长，他触动颇深。

去年初，江海法院成立了执行
工作领导小组，黄锡芳任组长，直
接主管执行工作。

执行团队刚组建那会，全院27名
员额法官，各审判庭的法官数量都吃
紧。执行局配几名法官？其他院领
导建议少配，还是黄锡芳力排众议拍
下板，执行的员额法官得有4名。

“坐上这个职位，就得有担当的
觉悟。”黄锡芳实说，有些工作，必
须得一把手推动才行。

攻下“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座
堡垒，必须着力推进执行工作长效
机制建设，既要敢于触动奶酪，又

要敢于向顽疾开刀。
4 月底，江海法院推出新办案模

式，7项未履行完毕的强制措施解除，
实行层报签发，黄锡芳则把最后一关。

执行局局长赵炜说，“20多份执
行规范化文件，大多数是院长亲自

‘操刀’。”
为了执行办案机制改革，黄锡芳

当起了“总编辑”。其中分段集约执
行、流水线作业的执行模式，便是一
亮点。

早在去年 3月，黄锡芳就开始探
索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和配套的执行团
队模式。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以团队
运作为基础，采取分段集约模式正式
运行。

“分段集约执行将实施权与裁判权
相分离，实施权细化为执行准备、强
制执行、结案监督若干阶段。” 据赵
炜介绍，这样一来，各阶段执行员的
职责明确，既减少重复劳动，也提高
执行质效。

实干加巧干，关键在于创新。截
至7月，江海法院10项执行案件质效
考核指标率先达到“三个90%”的要
求，其中有财产案件期限内执结率达
到98.04%。

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
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
亲自督查……关于第一责任人这个命
题，黄锡芳用蹚出的新路子作了有力
注脚。

每周一对唐砚来说，都是紧张而忙
碌的。

江门市全市 8家法院、江门中院 12
名执行法官，13项质效考核、13项综合管
理指标，哪一项升了，哪一项降了，唐砚
都得细细对比。

“陈院对数据问得细，指标下滑了，
得找出原因。”每次例会，审管办负责人
唐砚，得透过指标异动，向一把手分析上
周的执行情况。

当前，执行攻坚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执行工作，怎么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早已给出答案：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10时30分，陈明辉拿着数据听取执
行团队和审管办汇报上周工作进度。

“13 项质效指标，开平市人民法院
就有9项倒数第一。”陈明辉当场便发了
话，下午工作组进驻开平法院，倒查症结
出在哪，对症下药。

例会一结束，5 人工作组便驱车前
往开平。

“最多的一名承办人，手头上压着
168 件积案。”除了积案太多，唐砚还发
现数据不清、绩效考核不合理也是造成
执行工作开展不顺的重要原因。

按照流水线作业，限时结案的思路，
工作组协助开平法院对执行案件进行了
流程再造，分段集约管理，制定新的考核
机制。

“这是第4次来开平督导了。”唐砚直
言，现在一把手抓执行，力气下得大。

今年第一季度，江门的执行案件终本
合格率仅为9.97%。问题何在？执行员不
重视、对系统操作不熟悉，一到报结就“抓
瞎”；一把手“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为此，陈明辉定下“调子”、挂起“作战
图”：各院长要将指挥岗位前移到执行一
线，对攻坚战术战法要了然于胸，对指标
数据进度牢记于心。不仅要当好后勤部
长，当好服务员，还要担起第一责任人，对
打赢攻坚战全程负责，全链条负责。

4月至5月，抓终本合格率，所有执行
案件进行流程重构，全面推行繁简分流，
对终本案件所有关键节点集约管理。

6 月抓结案率，开展集中清理存案
行动。上半年，在收案增加18%情况下，
实现结案增长 94.2%,结案率同比提升
28.2%,未结案件同比下降 39.8%。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评价：江门
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7 月补短板，对指标落后的法院要
求限时整改；用足用活拘留强制措施，开
展“拘留攻势”。

8 月，进一步抓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期限内执结率，对大额标的案件集中
清理，自查自纠，查漏补缺。

据统计，今年 1月至 7月，江门法院
结案率为 67.95%；执行到位金额 20.03
亿元；终本合格率为 92.12%，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
84.69%；执行信访办结率100%。

“江门是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抓得最实、最好、最细的地区之一，案件
数量大，执行质效好，执行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广东高院执行局局长胡志超作
了充分肯定。

对于压实一把手责任，陈明辉有自
己的见解，“一把手当好数据院长、服务
院长、责任院长三个角色，是打赢攻坚战
的重要保证，起压舱石的作用。”

一线发现的问题一线解决
五年前，鹤山某村集体企业以 1000

多万元的价格卖出一块地皮，钱收了，可
地皮属于集体用地，办不了证。

事后买家要退款，村主任却不乐
意。卖地的钱，都分给村民了。现在再
想凑回来，难！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执行
过几次，但该村扬言带领3000多名村民
进行上访，执行没了下文。

案件一放就是 5 年。上个月，执行
迎来转机，该村集体退还了购地款。

鹤山市人民法院院长冯国安查阅执
行数据时，发现了这起案件，便找来承办
人询问。了解案件后，冯国安出面向政
法委请示，与该集体企业所在镇街等机
关单位进行沟通，多次对被执行人进行
释法教育。

几番努力，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最
终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返还购地款。

事实上，上述案件只是“数据院长”
发现的其中一起案件。

今年4月，冯国安与副院长、执行局
副局长及法官助理组成督导组，对所有
执行存案进行了全面梳理。

“每名承办人逐案汇报，院领导现场

讨论分析，制订结案计划。”为什么这么
做？冯国安解释，有些难案，承办法官拿
不定主意、怕事大，就把案件放下了。

“每件案，什么时候收的，遇到什么问
题，何时结案……”督导组一一备案，1200
多起执行存案有了具体结案时间表。

“一单案 2分钟，一天下来就是 7个
多小时。”副院长蔡镇海是督导组一员，
有时听汇报到晚上10点，也是常有的事。

路径清晰，任务繁重。结案时间表
已制定，如何抓落实是关键。

“数据有下降，院长电话就过来问原
因了。”蔡镇海分管执行工作，跟以前相
比，如今担子更重。

执行员陈国明手头上有一案，计划
的结案期限将近。冯国安在例会上问
起，陈国明不仅要解释原因，还得给出接
下来的具体执行方案。

陈国明坦言，现在直面一把手，压力
大是事实，但目标明确，有领导“撑腰”，
难事也易做。

“领导都做‘主心骨’了，给你解决后
顾之忧，案子还说办不了，那就是你自己
的问题。”冯国安给出一组数据，1200多起
积案，9成多都按计划执结了。

罗钦祥干执行已有 10 个年头。
跟 10 年前对比，罗钦祥感受最深的，
是工作氛围的变化。

“以前执行局像一座‘孤岛’，老同志
多，工作做得好不好，几乎无人问津。”现
在不同，执行局成了“掌上明珠”，做得好
受表扬；做得不好，领导找你。

前段时间，赤溪镇某村发生一起
咸淡水养殖场拒执案，被执行人气焰
嚣张。台山市人民法院院长谢建华亲
自现场坐镇，联合当地政府、公安等多
部门，顺利将养殖场拆除。

一把手坐镇执行现场，罗钦祥从
前极少见过。“一把手在，大家心里有
底气，敢大胆放手干。”

刘伟是今年4月新加入执行团队
的年轻执行法官，之前一直在民事口，
擅长快审。

谢建华看中他的能力，将他调到
执行局，专门负责 5 万元以下小额执
行案件的快速执行。事实证明，刘伟
经手的案件大多数能做到当天收案，
当天结案，整体执行效率得到提高。

执行局人员少，案件却逐年递增，许
多执行员都是超负荷办案，虽说大家也
理解人员增加不是单靠法院一家之力就
能解决的，但说心里没怨言，那是假的。

谢建华也着急，干好执行，人员配

备是根本。为这事，他嘴皮子没少磨，
最后市委给了支持，决定以招聘辅助
人员、法警，引用劳务派遣等方式，为
执行工作提供18人。

一次“大换血”拉开序幕。一批年
轻的执行干警补充到执行一线，执行
局的领导层也作了大调整，现在的执
行局局长才39岁。

罗钦祥笑道，40多岁的他从原来“最
年轻执行员”，变成如今“最老执行员”。

去年初，有个现象引起谢建华注
意。很多案件判下来，到了执行阶段，
才发现被执行人早在执行立案前就转
移财产了。

大部分执行案件本可执行却无财
产，问题出在申请人在诉讼阶段并未
申请财产保全。

“为了办案指标，就忙得够呛，哪
顾得上时常劝说当事人申请保全，况
且当事人有时还抵触。”怎么让当事人
知道保全的重要性，还得靠办案法官。

今年年初，台山法院就出台“8个
财产保全换算成 1 个办案指标”的鼓
励政策，鼓励法官主动引导当事人在
审判阶段申请财产保全。

“现在保全能折算办案指标，法官
当然上心了。”对于这制度，从事过民
事审判的刘伟有发言权。

“小”问题“大”对待

盛方奇 制图

领导是后勤部长和服务员

一把手亲自抓带头干

一把手当好数据院长、服务院长、责任院
长三个角色，是打赢攻坚战的重要保证，起压
舱石的作用。

1 月至 7 月，江门法院结案率为 67.95%；
执行到位金额 20.03 亿元；终本合格率为
92.12%，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
际执结率84.69%；执行信访办结率100%。

当好攻坚战的后勤部长、服务员，从人力、
财力、车辆、制度等各个方面服务执行一线。

出台“8个财产保全换算成1个办案指标”
的鼓励政策，鼓励法官主动引导当事人在审判阶段申
请财产保全。

一线发现的问题一线解决

一把手将指挥岗位前移到执行一线，一线
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对攻坚战战术战法
及攻坚推进情况了然于胸，对指标数据进度牢
记于心。

数据落后就要问责，执行案件不能久拖不
办。

“小”问题“大”对待

成立了执行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任组长，直接
主管执行工作。

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
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

进行执行办案机制改革，实行分段集约执行、
流水线作业的执行模式。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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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兴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立兴永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赵大贵、罗方勇：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与被告贵州兴隆
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立兴永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大贵、罗方勇
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黔01民
初294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
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
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兴
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
止到2016年8月14日共计为1,523,412.53元，以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照
双方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如贵
州兴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则原告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有权要求贵州兴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立兴永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大贵、罗方勇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
债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利息债务和加倍部分利息）。案件受理费
91,000.47元，由贵州兴隆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富胜达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荣威海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与被告贵州富胜达贸易有限公
司、贵州荣威海新科技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利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黔01民初
41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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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丹、赵明、谢彩杰、赵国富：本院受理原告庞海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黑0603民初1536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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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靖江市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靖江市人民法院），对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340弄57号
402室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如拍卖成交或申请执行人、其他债权人接受抵债
的，则不再进行下一步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2018年10月10日上午10时
至2018年10月11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一次拍卖，2018年
10月29日上午10时至2018年10月30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
二次拍卖。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
撤回拍卖。一、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以参加竞买。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
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自行安排看样。三、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
当事人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拍
卖的详细情况请登录靖江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咨询电话：0523-84993857，夏法官；联系地址：靖江市滨江新城
阳光大道5号。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2018年7月24日，本院根据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
定，裁定批准南京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南京福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林绍锡、陈家全的申请裁定受理了四川科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川中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自贡
分公司担任四川科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四川科泰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2018年10月10日前，向四川科泰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大街184号九鼎书城
12楼20号，邮政编码：643000；联系人及电话：朱运利，18990603139；胡
聪，13708133426；刘楷，13990040900）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
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四川科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四川
科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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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林绍锡的申请裁定受理了四川长征电气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川中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自贡分
公司担任四川长征电气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四川长征电气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2018年10月10日前，向四川长征电气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大街184号九鼎书城12
楼20号；邮政编码：643000；联系人及电话：朱运利，18990603139；
胡聪，13708133426；刘楷，13990040900）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是连带债
权的，应当说明。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四川长征电气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及时向四川长征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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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林绍锡的申请裁定受理了自贡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川中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自贡分公司担任自贡
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自贡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2018
年10月10日前，向自贡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四川省自贡市
自流井区丹桂大街184号九鼎书城12楼20号；邮政编码：643000；联系人
及电话：朱运利，18990603139；胡聪，13708133426；刘楷，13990040900）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
报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自贡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及时向自贡正光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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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锦集纺织有限公司债权人：《宁波锦集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浙江省余姚市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宁波锦集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实施两次分配后，尚有5位债权人未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依法
进行了提存。现提存期满，5位债权人仍未领取破产财产分配额，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视为放弃受领
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本次分
配将于2018年9月14日实施，本管理人将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
号，实施转账支付，或者由债权人领取。本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
15970.38元，仅普通债权参与分配，参与分配的普通债权的债权总额
为45839221.38元。 宁波锦集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7月1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受理对被申请人台州斯阳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按规定程序选定浙江鼎联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案破产
清算管理人。债务人台州斯阳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
月8日前向台州斯阳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止：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桔乡大道银茂大厦802室；邮政编码：318020；联系电话：0576－
84298109，13757673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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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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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台州斯阳
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5日下午15时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
院第十二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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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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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中旺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杭
州中旺实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重庆酉阳县中天锰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申请人周德军的申请于2018年7月19日裁定受理重庆酉阳县中天
锰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8月
14日指定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为重庆酉阳县中天锰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重庆酉阳县中天锰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10日前，向重
庆酉阳县中天锰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重庆市酉阳县钟多街道玉
柱社区三楼；邮政编码:409800；联系电话:023-75557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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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酉阳县中天锰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酉阳县中天锰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在
本院三楼中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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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特别投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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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高献俊、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梁朝太：本院受理原告海南
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63983部队、海南焱方实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高献俊、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梁朝太第三人
撤销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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