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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风雨兼程破壁垒 攻坚克难勇担当
本报记者 刘争远 本报通讯员 张文东 张婉婉

当时光的列车驶入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战鼓催征、战旗招展。陕西省铜川市两级法院以“狭

路相逢勇者胜”的勇气、“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锐气劈波斩浪、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以雷霆万

钧之势、风雷激荡之力席卷铜川大地，生动诠释了铜川法院人将群众“纸上权利”兑换为“真金白银”

的铿锵誓言。

党委领导，形成合力

飓风出击，不舍昼夜

面对执行质效中存在的短板弱
项，铜川中院坚持守正开新，不断补齐
短板，加固底板，各项执行机制精进臻
善。

铜川中院建立终本案件台账，明
确专人对台账进行动态管理，推行基
层法院终本案件报中院复查机制。全
面建成“一案一账号”执行案款管理系
统，确保款项进出全程留痕、全程监
管。健全立、审、执配合机制，通过落
实财产保全保险担保机制、立案环节
风险提示、审理环节强化调解等措施
为执行环节减负减压。

铜川中院还率先引入保险担保机
制，加强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工作。在
立案、审判阶段引导原告依法申请财
产保全或先予执行，以保全促调解、促
和解。全市法院共办理财产保全案件
140件，保全金额 16152.12万元，从源
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
降低申请执行人权利落空的风险。

铜川中院出台《铜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执行实施案件繁
简分流工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推
广未结执行案件“一案一策”管理制
度，对执行实施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执
行进度明显加快。

建立执行悬赏机制。全市法院发

布悬赏执行公告49期，落实执行标的
额310余万元。执行指挥中心查控机
制日益规范，全市法院网络查控措施
期限内发起率达到 93.26%，信息录入
差错率为 0，均居陕西全省法院第
一。全面推开“零佣金”司法网拍，网
络拍卖成交 11件，成交额 1321.52万
元，溢价率达 13.73%，案拍比 1.73%，
居全省第二。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通过在补
短板上绵绵用力，在强弱项上久久为
功，持续发力，接续整改，全市法院执
行质效赶超态势已显，决胜态势渐
成。今年1至8月，“基本解决执行难”
四项核心指标中，铜川全市法院有财
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率
81.93%，终本案件合规率 100%，信访
办结率 100%，首次执行案件结案率
63.41%，多项数据排名全省第一。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
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铜川两级法院
将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毅
和勇气，以重锤钉钉、蚂蚁啃骨的担当
和韧劲，以敢打必赢、战之则胜的信心
和决心，让失信者必受惩，让诚信蔚然
成风，奋力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
坚战，向铜川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铜
川市两级法院坚持定期主动向当地党
委及其政法委报告工作进展，积极争取
各方支持，不断聚合攻坚合力。全市法
院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各方支
持、同频共进的执行联动格局，为执行
工作的全面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7年，宜君县人民法院与纪检监
察部门联合开展涉公职人员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清理，印台区委政法委牵头组织
政法四部门召开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义务大会。2018年 5月，王益区人大常
委会专门作出《王益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全方
位支持执行工作开展。2017年 3月，铜
川市委政法委将协助配合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列入全市各区（县）综合治理

考核指标，法院和联动单位之间信息反
馈、失信监督警示惩戒、执行应急处置等
更加密切顺畅。2018年3月，铜川市委、
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失信
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
设的实施意见》，加大联合惩戒“老赖”的
力度，公安、检察打击抗拒执行行为的高
压态势效果进一步彰显。

2017年7月，铜川中院与铜川市委
宣传部联合发布企业诚信“红黑榜”20
例，让失信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
制”，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2018年以
来，全市法院在司法救助的基础上，将
特困申请执行人的民政、妇联救助制度
化，争取司法救助资金210余万元，化
解了一大批执行不能的案件，切实提升
了人民群众在执行工作中的获得感。

令出必行，一抓到底
“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一场输不起

的战役，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
系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如何克服上热
下冷、上急下慢、上动下看的“中梗
阻”，形成上下同频、合拍共鸣的攻坚
合力，真正使“基本解决执行难”落在
细上、落在小上、落在实上，是关键所
在。

在今年2月27日召开的全市法院院
长座谈会上，铜川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冯迎春强调：“务必要克服和防止‘马
大哈’的态度、‘差不多’的标准、‘过
得去’的作风，决不允许出岔子、拖后
腿，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铜川中院党组掷地有声的表态，
吹响了全市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总攻号角。

为确保“基本解决执行难”纵深推
进，铜川中院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
手”，一竿子插到底。冯迎春先后 7次
深入基层法院督导工作进度；先后6次
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推进会，研判短

板弱项；先后3次组织中院执行局对部
分基层法院执行局长进行约谈。坚持重
要举措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
于6月22日至6月30日期间组织全市专
项集中执行行动；于7月11日动员和启
动全市法院“三秦飓风”百日执行大决
战专项行动，并督导中院执行局建立健
全了通报、约谈、终本案件复查等多项
工作机制。主导推行执行质效周报告、
月排名和约谈制度，持续跟踪问效，敲
钟问响。坚持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
情况亲自督察，经常性听取中院执行局
工作汇报，经常性坐镇执行指挥中心督
查重大执行行动。特别是根据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通报，定期精心分
析全市法院执行质效落后指标，指导执
行局逐项整改、补齐短板。通过严格落
实“基本解决执行难”“一把手”工
程，执行攻坚主体责任得到层层夯实，
形成院长靠前指挥、分管院长亲临一
线、执行局长带头攻坚、执行干警倾力
办案的良好格局。

攻坚执行，只争朝夕
2018 年春节前夕，铜川中院适时

启动了“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在咸阳某劳务公司与铜川某建设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立案之后，面对
心急如焚的农民工，铜川中院迅速为该
案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
执行，快速冻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
账户，第一时间依法扣划被执行人银行
存款23万元。

鉴于法院强大的执行压力，被执行
人主动申报财产称享有其他到期债权，
执行干警立即予以核实，对协助义务单
位铜川新区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释
法析理，促使该公司及时履行协助义务

兑现欠款 20万元。领取到 43万元执行
款后，农民工们顺利踏上过年返乡路。

春节刚过，铜川中院迅速恢复对被
执行人财产状况的全面筛查。通过“拉
网式”排查、全天候监控，执行局分两
次全额扣划案件款 460 余万元。至此，
案件全部执结完毕，农民工工资短期内
足额兑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在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打
响之后，全市两级法院执行干警主动放
弃节假日，倒逼时限，倒排工期，勇毅
笃行，只争朝夕。耀州区人民法院“猎
狐”行动、王益区人民法院“夜间执

行”、宜君县法院“雷霆”行动、印
台区人民法院“反规避、反失信”行
动，失信惩戒、罚款拘留、悬赏执
行、司法网拍等手段让规避、抗拒执
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受到严惩，越来越
多的“老赖”从“花招百出”逃避执
行转向自觉履行，一大批“骨头
案”、积案得以成功执结。

6 月 13 日 ， 王 益 区 法 院 召 开
“基本解决执行难”兑付大会，现
场为 10 件 12 位申请执行人集中兑

付执行款 1036.28万元。印台区法院
于 6 月初两周时间内共执结 24 件案
件，执结标的额达 206 万元。6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铜川中院组织开
展全市专项集中执行行动，短短 9
天内，全市法院执结案件 163 件，
结案标的额 4391.45万元，实际到位
金额 893.9 万元，拘留 12 人。一组
组令人喜悦的数据背后，是铜川法
院人临难不却，履险不惧的担当和
智慧。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方向，脚下有
力量。7月 11日上午 9时 30分，陕西
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智宣布“陕西法
院‘三秦飓风’百日执行大决战专项行
动正式启动”，铜川两级法院闻令而
动，雷霆出击，揭开了铜川法院“三秦
飓风”行动的大幕。

7月11日，在宜君县法院院长何斌
朝的全程指挥下，在宜君县科技工业园
区管委会的见证下，宜君法院执行局对
长期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失信企
业的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予以了查封。

全市法院通过各类媒体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 455例，限制高消费 387例，
罚款 10 案次 57 万元，拘留 41 人次，
公安机关协助查扣机动车60辆。

“飓风行动”之下，“老赖”无处遁
形，这里是斗智斗勇的战场，更是攻城

拔寨的阵地。
9月 14 日深夜，在铜川市公安局

的协助下，铜川中院下辖的铜川市耀
州区人民法院新区审判庭5名干警兵
分两路赶赴西安，利用公安系统侦查
技术，经过连续追踪，终于确定了被执
行人杨某的具体位置。执行干警和公
安民警迅速行动，将被执行人控制。

在押解回铜川的路上，杨某趁着
堵车的机会突然跳车，声称遭遇抢劫，
跳上一辆行驶中的三轮车。法警韩富
强等执行干警急忙追赶。正在公休的
某派出所民警见状，停下私家车，拉上
执行干警，紧急追赶、逼停三轮。杨某
终究只能束手就擒。

杨某事后深表忏悔：“跑到哪还是
被你们抓回来，我不跑咧，我错咧。听
你们的话，好好想办法给人家还钱。”

守正开新，规范执行

盛方奇 制图

党委领导，形成合力

宜君县法院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开展涉公职
人员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清理；印台区委政法委牵
头组织政法四部门召开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
务大会；王益区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王益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
铜川中院与铜川市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企业诚信

“红黑榜”20例。

令出必行，一抓到底

铜川中院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组织
全市专项集中执行行动；启动全市法院“三秦飓
风”百日执行大决战专项行动，建立健全通报、
约谈、终本案件复查等多项工作机制，主导推行
执行质效周报告、月排名和约谈制度。

飓风出击，不舍昼夜

全市法院通过各类媒体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455例，限制高消费 387例，罚款 10案次57万
元，拘留41 人次，公安机关协助查扣机动车60
辆。

攻坚执行，只争朝夕

王益区法院兑付 10件12位申请执行人集中
兑付执行款 1036.28万元。印台区法院两周时间
执结24件案件，执结标的额达206万元。铜川全
市 9 天时间，执结案件 163 件，结案标的额
4391.45万元，实际到位金额 893.9万元，拘留
12人。

守正开新，规范执行

铜川中院建立终本案件台账；全面建成“一
案一账号”执行案款管理系统；引入保险担保机
制；出台实施意见对执行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推
广未结执行案件“一案一策”管理制度等。

袁英、陶志刚、大庆市鑫兴达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宇
与被告袁英、陶志刚、张连恒、张西玲、大庆市鑫兴达食品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黑0605
民初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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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

张爱英：本院受理原告王志琴诉被告张爱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09民初
6251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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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新锋：本院受理宋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苏 0206民初 155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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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朱新凯、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402号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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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
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朱军、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375号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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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
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赵欣、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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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
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李忠华、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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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裁定，
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刘超、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381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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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裁定，可
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刘楠、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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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裁定，可
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吴琼、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望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404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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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裁定，可
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辽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

罗金荣：本院受理原告王云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云 2504
民初 93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王云彩撤回起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云南]弥勒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了申请人南昌市朝阳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汇票号为1030005226530045，出票日期为2018年
4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8日，金额为人民币10万
元，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营业部，
出票人为重庆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加倍佳医疗
器械制造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
11月6日依法作出了(2018)渝0108民催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南昌市朝阳医疗保健用
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杨正超(510824197612207114)：本院受理林中辉诉天津
市北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勇：本院受理（2018）渝民终 540 号上诉人重庆柏椿实
业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重庆市江北区国资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原审被告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正典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申勇、申柯、王文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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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吴庆辉、申德敏、孟青、申柯、彭婧一：本院受理（2018）渝民
初132号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解放碑支行诉被告重
庆阿卡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吴庆辉、申德敏、申勇、孟青、申柯、彭婧一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欠款计算表、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地址确认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及其上诉状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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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勇：本院受理（2018）渝民初 132号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解放碑支行诉被告重庆阿卡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吴庆辉、申德敏、申勇、孟青、
申柯、彭婧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欠款计算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管辖权异议民
事裁定书及其上诉状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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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孟青、申柯、彭婧一：本院受理（2018）渝民初 115号原告恒
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诉被告重庆鸿恩寺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勇、孟青、申柯、彭
婧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欠款计算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管辖权异议民
事裁定书及其上诉状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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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
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勇：本院受理（2018）渝民初 115号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诉被告重庆鸿恩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勇、孟青、申柯、彭婧一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欠款计

算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
及其上诉状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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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 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钟洪:本院受理(2018)粤0305民初14796号原告潘迈轮与被告钟
洪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简易转普通程
序裁定书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待举证期满后定于 2019年 1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在深圳市南
山区人民法院西丽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高文奎、高峰：本院受理原告王留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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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赵月：本院定于2019年2月25日13时30分在本院三楼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原告于雪与被告赵月离婚纠纷一案。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姜春芝：本院受理原告隋凤英与被告姜春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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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奋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姜洪礼、庄田龙：本院受理原告刘同树与被告呼伦贝尔

学 院、第 三 人 呼 伦 贝 尔 世 纪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姜 洪
礼、庄田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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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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