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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夏：家事审判改革初见成效
本报记者 程 勇 梅 瑰

本报通讯员 刘 坚 杨 睿 许方芳

全面推动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努力为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对全国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作为中部地区的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湖北省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自觉转变理念、拓展渠道、创新机制，倾心注力推动家事审判改革，为万千家庭幸福贡献应
有的司法力量。

合力推进，构建解纷新体系
2016 年 8 月，江夏区法院被确定
为湖北省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摆
在法院党组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改革
动力何在？怎么改，如何改？
早在 2015 年，江夏区法院联合
妇联、司法行政部门出台实施意见，
共同推进家事审判合议庭建设。该院
党组认为，此轮家事审判改革应贯穿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努力拓展群众
权利救济渠道，把改革落实到促进家
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的目标上来。
为细化落实家事审判改革任务，
江夏法院迅速成立家事审判改革专
班。
工作专班马不停蹄，深入走访妇
联、民政、司法、公安、共青团、宣
传等单位及各街道社区，向他们宣传
家事审判改革，各单位纷纷赞同响
应，最大限度凝聚起改革共识。
工作专班同时坚持以点带面，把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作为重要
突破点，稳步推进改革项目落地。经
过多番协调，法院、妇联、民政、司
法等部门实现资源整合，40 多名懂
法律、有专长、高素质的调解员纳入
家事审判工作体系。法院与妇联主导
的家事调解委员会实现平台对接，成
功引进妇联力量助力家事矛盾纠纷化
解。
该院主要领导迅速向江夏区委、
区委深改领导小组汇报。听取专题汇
报后，江夏区委高度重视。今年年
初，江夏区委深改办将家事审判改革
申报为全省改革试点项目予以推进。
除了目光向内，江夏区法院还主
动拓宽社会力量参与家事矛盾纠纷化
解渠道。2017 年夏，江夏区法院引
进第三方公益组织——武汉市武昌区
居民调解研究中心进驻办公，成功将

该组织的丰富网络资源和志愿者资源
嫁接到法院，全院受理家事案件均先
行委托该中心调解或开展心理疏导。
仅入驻办公第一周，就有 9 起案件经
调解结案。
“我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我们互敬互爱，风雨同舟，共
建美好家庭！”
这一幕，既不是舞台话剧，也不
是诗文朗诵。这是一对年轻夫妻，在
“如初台”共同回味初心、重新携手
前行的温暖画面。
江夏区法院这三尺见方的“如初
台”，令每对经家事法庭挽救和好的
夫妻，一起重温誓词、重塑责任。这
是江夏区法院的暖心设计。
经过两年多努力，在江夏区委领
导及各部门协同支持下，家事审判改
革得以顺利推进。为加快改革步伐，
江夏法院主动向江夏区委汇报，争取
进一步健全家事审判改革综合治理格
局。
今年 6 月初，江夏区委政法委牵
头召开了全区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汇
集全区 14 家单位及各街道同心推进
家事审判改革，做到平台共建、资源
共享、举措对接，将家事审判改革引
向深入。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加速了具
体改革项目的推进。比如，离婚证明
书作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重要方式，
可以方便当事人离婚后续事项办理。
联席会议召开不久，离婚证明书持有
人即可更便捷完成户籍、房产、车辆
等相关事项的转移登记手续。
目前，江夏区法院已发放离婚证
明书 80 余份，解决了当事人离婚后
遇到的各种困扰。

合力推进，构建解纷新体系

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作为重要突破
点，协调法院、妇联、民政、司法等部门实现资源
整合，40 多名调解员纳入家事审判工作体系。
今年年初，江夏区委深改办将家事审判改革申
报为全省改革试点项目予以推进。
今年 6 月，江夏区委政法委牵头召开了全区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汇集全区 14 家单位及各街道同心推进家事审判
改革，做到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举措对接，将家
事审判改革引向深入。

江夏区法院以民一庭家事合议庭
为基本力量，专门挑选熟悉家事审判
业务、社会阅历丰富的资深法官和业
务骨干，组建“3+3+3+11”家事审
判核心团队，即 3 名法官、3 名助
理、3 名书记员、11 名女性陪审员，
综合运用审判调解、心理咨询、家事
调查等途径，为细化落实家事审判规
程铺路。
经过两年多摸索，家事审判团队
逐步形成情感诊疗“四步法”：情感
问诊——矛盾疏导——心理修复——
案后回访。对待每一起家事案件，承
办法官都更加注重判明当事人情感症
结，突出细节上的人文关怀，借力心
理疏导修复破损亲情，做到融法、

打造“3+3+3+11”家事审判核心团队，综合
运用审判调解、心理咨询、家事调查等途径，为细
化落实家事审判规程铺路。
创建情感诊疗“四步法”
：情感问诊——矛盾疏
导——心理修复——案后回访，修复破损亲情。
家事审判核心团队与 5 个人民法庭齐推并进，
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分别开展探索，共同构建“1+
5”城乡全覆盖家事审判改革模式。

创造和谐，探索审理新思路

法庭“静心屋”，构建温馨舒缓家事审判主题
区。
联手公安、妇联构建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专项
协作机制。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建
立涉家暴人员管理档案，妇联定期开展回访。
法院联合妇联、团委、教育、司法等部门打造
了家事文化教育传播基地，开设法庭新媒体“家事
夏语”，设计“爱心居中、双手托家”的家事 Logo，营造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盛方奇

制图

家和万事兴。为构建温馨舒缓
环境，江夏区法院精心打造了独立
成片的家事审判主题区。
在以米黄墙面、蓝色栅格墙裙
为基调的家事审判庭，法官或以拉
家常式的对话方式进行审判，或用
播放结婚录像、家庭合影的形式唤
起美好回忆，或让当事人在“静心
屋”以写信录音方式倾诉心声，把
每一次家事审判都变成一次情感洗
礼，让当事人重燃接续前行的勇
气。
在调解中心的巨幅蔚蓝色海滩
背景前，承办法官、妇联干部、心
理咨询师及当事人坐在沙发上交谈
沟通。这里没有剑拔弩张，也难闻
喧闹争吵，当事人敞开心扉表达，
诚挚坦诚沟通。
今年 1 月 15 日，在这里举行了
一场第三方子女抚养听证会。当事
人由衷地感叹说，在这样宽松美好
的环境下沟通，心情也不那么烦躁
了，他们想吵架都吵不起来。最
终，听证会确认了婚生子女的适格
抚养人，避免了离婚带给子女的次
生伤害。
改革之初，江夏区法院即对接
公安、妇联建立了反家暴防治网
络。2017 年 8 月，
当事人王某向江夏
区法院起诉离婚并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
称其长期遭受丈夫林某的家庭
暴力。承办法官依法审查后，
第一时
间向当事人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次日，
林某即当着法官的面向妻子致
歉，
承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为深化弱势群体安全利益保
护，今年 8 月初，江夏区法院与公
安、妇联召开了全区落实人身安全
保护令专项协作会议。会后，3 家
单位建立落实人身安全保护令协调
工作名录。对于法院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案件，公安机关建立涉家
暴人员管理档案，会同妇联定期开
展回访；对于加害人再次实施家暴
的情况，法院与公安则相互配合、

杨宏淼、
苏海红：
本院受理原告李云霄与被告杨宏淼、
苏海红、
刘雪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受理的再审申请人凯爱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最高法民申949号
缺席裁判。
[河北]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其中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9日（总第7489期）
黄风亭：
本院受理原告陈冠杰诉黄风亭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黄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
风亭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和合议
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九法庭公开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
大基集团有限公司（TOP GRADE HOLDINGS LIMITED）：
本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高宇：本院受理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诉 开庭审理，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院受理的上诉人孙启银、
北京荣世恒达投资中心与被上诉人你公司、
北
柳金銮、
陈尾妹：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 民终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朝阳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
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6890号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法院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最高法民终60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园区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罗志武、
张雯、
武汉蓝色宝岛置业有限公司、
张震、
王磊、
刘昌好、
张贻
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鹏、
包绍远、
湖北湖畔豪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有志、
武汉佳海地产股
昌保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昌保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
庞会忠：本院受理陈海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份有限公司、
马文权、
马玉江、
刘全真、
武汉万科新里程房地产有限公司、
黄
公司青岛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河北三林管业有限公司与你们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理，
屹、
檀文建、
檀文涛、
武汉清能菩提金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
的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彭惠玉、
刘水俤、
黄建风：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分别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
本院（2018）最高法民申3168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诉通知书、
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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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鑫盛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深圳市天浩洋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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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天浩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国家
时敏：
本院受理芮士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送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九法庭公开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件，
逾期将依法缺
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鑫盛达环保技术有限公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开庭审理，
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林丽玲：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红门支行与北
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和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和
宋健：
本院受理原告赵洪君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达本院（2018）最高法行申687号行政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 京隆富骐工贸有限公司、徐中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
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
彭涛：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济宁鲁科检测器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北京钰镀鸿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2242 视为送达。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博、
深圳市中昌探伤器材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彭涛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号原告怪物能量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 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奋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
一案，
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现依法通知你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并向你公司 顺延）在本院56法庭开庭审理。
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陈少鸿:本院受理原告钟文洪诉被告你（2018）粤0309民初2324号民间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参加诉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恒泰牧业有限公司、
安徽宝迪肉
胡孟启、
田月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肖迎红诉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
原告诉讼请求为：
1、
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0
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证据材料、
被告答辩状、
被告证据材 借贷纠纷一案，
类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灵璧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毕国祥：
本院受理天威海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京0114民初13252号民事判决书。
自
按照月利2%，
自2018年5月2日计算
料及开庭传票。
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 元及利息（以尚欠本金200000为基数，
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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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案的律师费人民币17000元由被告承担；
3、
本案的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8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
因被告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年12月20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1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届时你公司无 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本、
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申请公示催告
卢伯坚、
林剑武：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起经过60日，
第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25日上午10时15分在观澜法庭第二审判
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张文博：
本院受理的原告滕建芬与被告张文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人鄄城万军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浙商银行苏州分行会计核算中心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广东]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于2018 年4月25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号为31600051／
21631201，
出票人为苏州冠鸿机电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吴中区城区乐闯精密
机械厂，
到期日为2018年10月25日，
出票金额为50000元，
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
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儿子告上法庭。庭审中，承办法官
很快查明，两个儿子相互推脱责
任，导致老人无人赡养。承办法官
当场对两名被告进行了批评，人民
调解员与村支书记也要求两人拿出
供养方案。两人在村民监督下当场
认错，承诺照顾好母亲，让她安度
晚年。
在改革中，家事审判核心团队
与 5 个人民法庭齐推并进，针对不
同类型案件分别开展探索，并就成
效经验及时交流分享，共同构建了
“1+5”城乡全覆盖家事审判改革模
式，推动家事审判改革全面开花。

创造和谐，探索审理新思路

注重均衡，创立审判新模式

注重均衡，创立审判新模式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当前社会面临传统与现代观念的
交锋，婚姻家庭关系随之受到不同程
度冲击。
就江夏区而言，南北城乡结构
差异明显，北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较高，已经逐步步入陌生人社会，
现代规则意识居主导地位；南部保
持乡土社会风貌，乡风俚俗的约束
力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两种文化的
融合和对立，引起越来越多的纠纷
冲突。
对此，自改革伊始江夏区法院党
组即定下调子：必须立足本土实际，
走出一条契合全区人文社会特色的家
事审判改革之路。

理、情于一体，引导案件双方继续
前行，努力经营好家庭与人生。
在江夏城郊与农村，5 个人民
法庭作为改革前沿阵地，它们以贴
近“三农”方式传播家庭正能量，
以巡回审判助力维护家族和睦，为
乡村振兴创造稳定环境。
2017 年 5 月，金口人民法庭在
辖区金港一号小区审理了一起赡养
纠纷案件，人民调解员及村支书记
参与案件联合调解，20 多名村民
参与旁听。
此案原告是一位 80 多岁的老
人，她将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两个

严厉打击，反家暴网络由此进一步织
密。目前，江夏区法院发出的 4 份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均未再出现家庭
暴力现象。
为拓展家事审判的司法宽度，江
夏区法院联合妇联、团委、教育、司
法等部门打造了家事文化教育传播基
地与“心镜·妇女微家”，潜移默化
引导当事人珍重家庭、珍惜亲情、珍
视家风。在这里，当事人既可以感受
领袖的好家风，浸染于温良恭俭让的
传统美德，还能体悟家庭和睦的温暖
惬意。
一个简单的案例胜过一打繁复的
说教。
在线下，江夏区法院选取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案例编印法治宣传读本、
反家暴手册、老年人权益保护手册、
未成年人保护手册等，在学校、社
区、企业宣传家事法律知识。在线
上，开设微信公众号“家事夏语”，
联合电视台“平安江夏”合作开辟特
别栏目，联合妇联开辟家事调解微课
堂，助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
家事审判改革是爱心改革。
江夏区法院家事审判团队成员，
精心设计了独有的“爱心居中、双手
托家”的家事 Logo。它代表了该院
倾情倾力推动家事审判改革的决心信
心。未来，江夏区法院将不忘初心、
履职尽责，如家事 Logo 寓意，始终
用爱心与双手推举改革，把真诚、温
暖与幸福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家事审
判改革在江夏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让
更 多 家 庭 享 有 更 多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安全感。
2016 年至 2017 年，江夏区法院
受 理 各 类 家 事 案 件 1528 件 ， 审 结
1441 件，结案率为 94.3%。今年 1 至
8 月，全院受理家事案件 620 件，案
件 调 撤 率 由 改 革 前 的 58% 上 升 至
68%。数据表明，江夏区法院家事审
判改革初见成效。

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外
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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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12月28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月29日10时
起至2018年10月30日10时止（延时除外）、
2018年11月26日10时起至2018年
11月27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华中南路东侧房地产进行第二轮第
一次、
第二次公开拍卖。
户名：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网址：
http:
//sf.taobao.com，
拍卖标的物介绍、
竞买人条件、
咨询、
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拍卖方式、
缴款方式等具体拍卖事宜详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优先购买权人参与竞买的，
应于当次拍卖开拍前提
前3个工作日向法院申报优先购买权并提交有效证明，
经法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
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
逾期未提交的，
视为放弃对本标的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咨询
电话：
0523-89691983。
监督电话：
0523-89691982。
联系地址：
江苏省泰州医
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药城大道783号）。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审理原告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
司等两被告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中，
定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10时整公开拍卖
被告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老船长17”
轮。
凡需买船者，
须交纳保证金200
万元人民币，
船舶基本状况、
起拍价、
拍卖须知、
看船时间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
凡与
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等事宜联系人：
于喜富0532-58589501；
拍卖事宜联系人：
于文斌0532-5858930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在审理原告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威海老船长航
运有限公司等六被告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中，
定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
10时整公开拍卖被告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老船长717”
轮。
凡需
买船者，
须交纳保证金500万元人民币，
船舶基本状况、
起拍价、
拍卖须知、
看船
时间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
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
记 等事宜联系人：
于喜富0532-58589501；
拍卖事宜联系人：
于文斌05325858930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