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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啃下“硬骨头”送出“定心丸”
本报记者 程 勇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邱剑军 蒋 昊 原 子

帮助破产企业引进第三方公司投资帮助破产企业引进第三方公司投资 50005000 万购买资产万购买资产，，又引进投资又引进投资 1010 亿建起产业园亿建起产业园；；采取按比例返还执行款的采取按比例返还执行款的
““蓄水养鱼蓄水养鱼””措施措施，，助官司缠身的企业起死回生助官司缠身的企业起死回生；；全力调解全力调解，，促成一起标的额达促成一起标的额达 67706770万元的合同纠纷案圆满解决……万元的合同纠纷案圆满解决……
湖北省咸宁市两级法院用行动换来当地企业家们的点赞湖北省咸宁市两级法院用行动换来当地企业家们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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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兴：本院受理你与苏文忠、中国人民解放军 32311 部

队、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京 01民终 345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本院领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沈宾：上诉人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嘉兴东润

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公

司、沈宾、广东粤赢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本院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粤 01民终 6007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湖南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8日，本院根据郑州久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申请人郑州久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债务人郑州久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财产按照本院认可的《郑州

久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已阶段性分配完毕。本

院认为，债务人郑州久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符合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律

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

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裁定终结郑州久丰汽车电器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田海林,江苏吉柴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陈静：本院受理菲

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诉田海林、江苏吉柴机械

进出口有限公司、陈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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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时在上海市合肥路 213号三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王军,李国娟：本院受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诉王军、李国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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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上海市合肥路 213 号三楼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陈渊博,耿枝：本院受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诉陈渊博、耿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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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上海市合肥路 213 号三楼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杨帆：本院受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诉

杨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 12月 17日上午 10时在上海

市合肥路 213号三楼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李俊磊：原告李美莲与被告李俊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粤 0303 民初 30617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

决被告返还原告信用卡金额 62.7万元(大写:陆拾贰点柒万元)并
且支付所有信用卡贷款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2、判决被告返还

原告现金金额 27 万元(大写:贰拾染万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利息，以 89.7万元为基数，按年化 6%的利率，从 2020年 5月 21日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繁

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答辩期

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9时 30分在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李宾超、深圳市德之舆吊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

宏昌盛物流有限公司：(2020)粤 0303民初 36546号原告扶小波诉

被告李宾超、深圳市德之舆吊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

宏昌盛物流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本院定于 2020年 12
月 21日 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

到庭，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刘亮、李先会、新蔡县鑫运航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新蔡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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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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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龚林红、武汉公民酒店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硚口支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5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陈兴安、张玉娥：本院受理原告辽阳市弓长岭区盈禄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要求、开庭传

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下午 13 时 30 分在本院二楼小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
朱晓原：本院受理原告山西汾河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2020）晋0106民初524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7.5万

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本金37.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现暂计至2020年6月30日为

21.425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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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第九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山西宝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太原市华瑞重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冯学勇诉你二公司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2020）晋0107民初5382号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阎润锁：本院受理原告郭建晶诉你方（2020）晋 0106 民初

4678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授权委托书、（2020）晋 0106 民初 4678-1 号民

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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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王军、苏州市前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菲亚特克莱

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与王军、苏州市前程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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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9 时在本院合肥路 213 号三楼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何星海、崔丹丹：本院受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与何星海、崔丹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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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9 时在本院合肥路 213 号三楼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张水泉：本院受理的（2020）川0193民初8204号原告四川腾凯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
告偿还欠付的三个月租金948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

3.被告立即处理记录在案的违章罚款400元及交通行政扣分记录；4.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12
月29日上午10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太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何春梅、林明、吴光辉：本院受理原告铁甲融资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诉被告何春梅、林明、吴光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简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疆融资租赁中心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王健康：本院受理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健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简转普裁定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疆融资租赁中

心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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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当好企业“店小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湖北省咸
宁市两级法院在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
扰”的“店小二”的同时，听民意、出实招，
打破常规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扶上马
送一程”。2018 年以来，咸宁法院先后
制定出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十
条措施》《关于为全市复工复产提供司法
保障的十条意见》以及“八项承诺”“三个
一”“五个一”等一系列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措施和意见。全市法院对口联系
243 家企业，定期走访，送法进企，每年
召开民营企业发展与司法保障座谈会、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法治讲座，发布民营
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同时，从立案、审判、执行等各环节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加强产权保
护，营造依法保护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加强破产审判工作，推动“僵尸企业”破
产重整。开展涉企执行专项活动，慎用
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措施，最大限度保
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开通涉企诉讼

“绿色通道”，从快审理涉企纠纷。
三年来，咸宁法院受理各类商事纠

纷案件 30668 件，审结 28647 件，结案率
93.4%；执 结 涉 企 案 件 1888 件 ，标 的 额
16.5亿元；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4986
人次，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
19441 例次；创新“互联网+司法拍卖辅
助服务”机制，2019 年 4 月以来，共网拍
1207笔，成交金额 6.85亿元。

赠送锦旗 原被告同谢法官

“感谢咸宁中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保护了我们民营企业的正当权益！”

“感谢执行法官多次协调，让长期困
扰我们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2020 年 7 月 13 日上午，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的原被
告，竟相约一同来到法院，拿出各自准备
好的锦旗，送到该案的主审法官和执行
法官手中。

2012 年 7 月，四川某公司通过公开
拍卖，以 6770 万元竞得咸宁某学校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原咸宁市国
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先后共支付土地出让金 4800
万元。但因出让方和土地交付责任方未
完成拆迁、搬迁安置补偿工作，交付工作
一直未能完成。

高额的贷款利息让四川某公司负责
人吕某心急如焚。经多次协商无果，无
奈之下，2017 年，四川某公司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原咸宁市国土资源局返还
土地出让金和资金占用利息。案件历经
一审二审，省、市两级法院均支持了该公
司的诉求。

立案执行后，为妥善化解矛盾，咸宁
中院多次组织协调，最终促成市政府决
定由土地交付责任方咸宁某教育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履行该案债务。经咸宁中院
法官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该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分两次支付四川某公司土地出让金本息
共计 7150 万，剩余部分利息原告自愿放
弃。双方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这才有
了送锦旗的一幕。

位于咸宁市嘉鱼县经济开发区的湖
北中马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由于经营管理
不善、停业停产。嘉鱼县人民法院宣告其
破产后委托拍卖该公司资产，可惜最终流
拍。嘉鱼法院转变思路，积极申请县委、
县政府和县开发区在招商引资时推荐该
公司，并在优惠政策方面给予一定倾斜。

今年5月，嘉鱼县成功引进武汉金宝
实业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购买该公司资
产用于偿还债务，普通债权受偿率为31%

左右。同时该公司计划投资 10 亿元，建
成环保健康产业园。目前该园区一期已
入驻了 5家企业。预计 2022年园区可达
年产值16亿元，实现年利税4500万元。

这一案例，让“僵尸企业”出了市场，
维护了社会稳定，有效化解了积案，保护
了相关利益方的权益，更重要的是盘活
了资产，优化了营商环境。

现场办公 护企敢啃“硬骨头”

“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法院帮助的就
直说，我们是专门来协调解决问题的。”今
年8月6日，咸宁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倪贵
武和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肖创彬带着市中
院民一庭、执行庭负责人来到咸宁高新区
奥瑞金制罐、南玻光电、佳顺轮胎等公司
现场办公，了解企业实际困难。

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咸宁
两级法院成立了由党组书记、院长任组
长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市中
院党组班子成员分赴各联系企业集中开
展“走遍重点企业”专项活动，切实了解
企业的所思、所盼、所想，有针对性地进
行纾困解难。

其中，涉企案件专项执行成为了法院
的重点工作。涉企业执行案件往往存在涉
案标的大、被执行人长期外出、涉及三角债
务、以物抵债难以处置等问题，属于执行工
作中的硬骨头。也因此，这类案件的成功
执结对优化营商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在“涉企合同类纠纷案件百日专项
执行行动”中，咸宁中院与市公安局、市
检察院、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人保财险咸
宁分公司建立联动机制，深度应用网络
执行查控系统，推行“团队办案+分段执
行”的集约执行模式，对拒不执行、逃避
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加大打击力度。同
时，注重运用执行和解制度，突出善意执
法，力促矛盾纠纷化解，最大限度兑现企

业的合法权益。
咸宁中院还积极完善“三个机制”服

务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维权快速反应机
制，对涉企知识产权案件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快速立案、快速保全、快速审理、
快速执行。加快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出
台破产管理人的相关制度规定，对管理人
职责范围、工作程序等予以规范，全面完
善管理人工作流程。完善法律服务进企
业机制，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对
企业经营中常见问题和法律风险防范提
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优质、高效、精准的司法服务与保障。

“八项承诺”企业吃下“定心丸”

为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
服务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
营商环境，2019 年 7 月 12 日，咸宁中院
联合咸宁市工商联举行民营企业发展与
司法保障座谈会。座谈会上，咸宁中院
向与会企业家作出“八项承诺”。倪贵武
表示，“八项承诺”一诺千金，欢迎与会企
业家们监督执行。

“八项承诺”的出台受到咸宁市广大
企业家们的一致好评。“咸宁法院出台《咸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十条措施》后，又作出‘八项承诺’，给
企业家吃了‘定心丸’，让我们切实感受到
了法院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维护企业
及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决心，让企业家更加
坚定信心在咸宁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林云庆感慨地说。

为化解民营企业各类纠纷，咸宁法
院通过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
体系，高标准建设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
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并在调解
中心设立法官工作室、审判法庭，加大诉
调对接和司法确认力度。截至 7 月 30

日，咸宁中院和咸安区人民法院共向
调 解 中 心 委 派 、委 托 涉 企 调 解 案 件
423件，调解成功 311件。

咸宁中院还与市发改委、市工商
联联合印发《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建设的实施方案》，建立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咸宁法院与商
会共为 35 家民营企业调解借款纠纷，
达成还款协议 7件 305万余元，收回欠
款 128万余元。

“蓄水养鱼”助企业疫后重生

2014 年 9 月起，赤壁市人民法院
受理涉及被执行人陆水河航电开发有
限公司的民间借贷、销售代理合同、买
卖合同、劳动争议等纠纷执行案件多
达 50 余件，申请标的额高达 6 千余万
元。在执行过程中，赤壁法院对该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采取了纳入失信名
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并对该公司电
量款收入进行了扣留。

然而，对该公司的电量款进行扣
押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随之陷入
困境。该企业是赤壁市重点招商引资
的民营企业，如果进入破产程序，不但
所有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还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执
行工作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2019 年底，法院经过认真研判，
及时调整办案思路，决定放弃直接冻
结电量款这种“杀鸡取卵”的办法，采
取更能保障企业生存的分阶段、按比
例返还执行款的“蓄水养鱼”措施，争
取达成多赢的效果。

确定了新思路后，法院及时组织各
方当事人听证，促使各方达成和解协
议：每提取一笔电量款就按照30%的比
例返还给该企业，用于该企业维修、缴

纳税费、工人工资及其它正常生产支
出，其余案款发还给申请执行人。申请
执行人又自愿放弃了部分利息款，减轻
被执行人经营压力。目前，该公司已偿
还大部分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款。

为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产
生的影响降至最低，咸宁法院全面执
行涉企案件影响评估制度，对各环节
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并
作出有效防范和处置。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倪
贵武表示。咸宁市两级法院将进一步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紧扣“六稳”“六保”大
局，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护航复工复产，
当好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企业的“司法店
小二”，不断增强企业和企业家的司法获
得感，为咸宁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图①：咸宁中院执行和解一起涉
民营企业案件后，原告与被告同时向
法官赠送锦旗。

图②：2020 年 6 月 11 日，咸宁中
院与市工商联联合召开全市民营企业
复工达产司法保障座谈会。

图③：咸宁法院邀请企业家等参
加民法典专题培训。

图④：咸宁中院举办优化企业发
展环境法治讲座。

图⑤：2020 年 7 月，咸宁中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肖创彬（左三）等院领导
分赴各联系企业，集中开展“走遍重点
企业”专项活动。

图⑥：咸宁中院民一庭法官们深
入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图⑦：2020 年 8 月 6 日，咸宁中院
党组书记、院长倪贵武（中）赴咸宁高
新区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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