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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2年1月6日（总第8606期）

朱宇晨、朱晓萍：本院受理朱路佳诉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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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 4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程正茂（CHENG ZHENG MAO）：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洁诉

你共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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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信息查询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南京市鼓楼区郑和中路 20 号本院第三十六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闽 72 民特 184 号申请人浙江宇顺海运有限公司和王
捍国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

金。申请人称：其所属的“宇顺 88”轮系油船，船籍港舟山港，总

吨 2940 吨。2021 年 10 月 8 日，“宇顺 88”轮在泉州外走马埭码头

移泊时，船艏与码头的输油臂及其他设备发生碰撞，船艉与“宏

粤”轮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码头和“宏粤”轮损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法》第九章及《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

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等规定，申请人就本次事故产生的非人

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限制责任基金，基金的数额为

287240 计算单位及自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

利息。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浙江宇

顺海运有限公司和王捍国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

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

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

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六十日内

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

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

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

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附本院联系方式：联系

人：王端端、宋志刚，电话：0592-5283359、5285123，地址：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906号。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021）粤 08 破 12 号 本院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

湛江鱼峰水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1 年 12 月 22 日，本

院决定对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并指定湛江市粤西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湛江鱼峰水泥有限公司管理人，李忠志担任

管理人负责人。湛江鱼峰水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 之 前 向 管 理 人（联 系 人 ：许 晓 敏 ，联 系 电 话 ：0759－

2620507、2623106、13414889025；通讯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大道中祺祥大厦 1903 室）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可

在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之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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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鱼峰水泥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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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粤 08 破 11 号 本院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裁定受理湛

江市霞山外经物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1 年 12 月 17 日，本院

指定湛江市粤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湛江市霞山外经物

资公司管理人，李忠志担任管理人负责人。湛江市霞山外经物

资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之前向管理人（联系人：

许晓敏，联系电话：0759－2620507、2623106、13414889025；通讯

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大道中祺祥大厦 1903 室）申报

债权。逾期未申报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之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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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霞

山外经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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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另

行通知。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粤 03 破 694 号因深圳思瑞普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工作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裁定终结深圳思

瑞普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粮油贸易公司破产一案，经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粮油贸易公司管理人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并

由本院裁定认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粮油贸易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结，破产人已无财产可供分

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裁定终结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粮油贸

易公司破产程序。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因洛阳耀辉节能玻璃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裁定终结洛阳耀辉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华容县华鑫棉
麻有限责任公司、华容县农友化肥农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

程序转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指定湖南碧灏律

师事务所为华容县华鑫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华容县农友化肥农

药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华容县华鑫棉麻有限责任公司、

华容县农友化肥农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2 年 3 月

31日前,分别向华容县华鑫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华容县农友化肥

农药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湖南省华容县章华镇珠头

山昊天化工办公室二楼，联系人:李斌辉 13707307645、李国龙

1569740883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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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华鑫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华容县农

友化肥农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分别向

华容县华鑫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华容县农友化肥农药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上

午 9 时在华容县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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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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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20日，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已按破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请求本院终结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

按照破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中盐湖南株洲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作出（2015）新商破字第 00002 号

民事裁定，受理江苏高通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通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作出（2015）新商破字第 2
号之一民事裁定，宣告高通公司破产；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作出

（2015）新商破字第 2 号之二民事裁定，认可《江苏高通资产监管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管理人按照前述方案已分配完

毕高通公司破产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裁定：终结高通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程序

终结后二年内发现高通公司有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应当供分配

的其他财产的，高通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裁定受理苏州信联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查，苏州信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宣告

破产的法定条件，本院于 2021年 7月 5日裁定宣告苏州信联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破产。苏州信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现无财产可供分

配，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1月 29日裁定终结苏州信联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9 月 28 日，本院裁定受理融木堂家居江阴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未接管到融木堂家居江阴有限公司的任何财

产，但审核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330179 元、已产生破产费用 909 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作出（2021）苏 0281 破 46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宣告融木堂家居江阴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裁定受理了苏州富伴服饰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经摇号指定了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

务所担任苏州富伴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苏州富伴服饰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 年 2月 19日前，向管理人江苏衡鼎（苏

州）律师事务所（苏州市东环路 1400 号综艺开元大厦 11 楼 BC 座江

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殷涛；联系电话：18051299239）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交债权申报书及有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在破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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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富伴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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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 25 日 9 时 15 分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十六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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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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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因常熟市信立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根据查明的资产情况和负

债情况进行清算，第一次分配工作已由管理人执行完毕，追加分配工

作也已基本执行完毕，本案已具备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同时，

管理人已承诺对未结清算工作继续履行职责，可以终结破产程序。鉴

于本案尚遗留其他清算工作，破产程序终结后应当保留管理人继续

履行清算的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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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0日裁定终结常熟市信
立磁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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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
房山区人民法院河北人民法庭
天津市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南开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研究室）
河北省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
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大石庙人

民法庭
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黄骅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安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局
平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左权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内蒙古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处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一庭
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凌海市人民法院石山人民法庭
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

辽河人民法院欢喜岭人民法庭
吉林省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丰满人民法庭
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
珲春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研究室）
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财务装备管理处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
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科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政治部
集 贤 县 人 民 法 院 立 案 庭（诉 讼 服

务中心）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铁人人

民法庭
宝泉岭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诺敏河人民法院建兴人民法庭
上海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商 事 审 判 庭（破 产

审判庭）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
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中共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委员会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汤山人民法庭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家事少年

审判庭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

事审判庭
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破产法庭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
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人民法庭
松阳县人民法院古市人民法庭
宁波知识产权法庭
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濉溪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研究室）
青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枞阳县人民法院会宫人民法庭
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上杭县人民法院古田人民法庭
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芦溪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余干县人民法院九龙人民法庭
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庭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

人事处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宣传处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教育

培训处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
滕州市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大窑人民法庭
平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南曹人

民法庭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濮 阳 县 人 民 法 院 立 案 庭（诉 讼 服

务中心）
西峡县人民法院双龙人民法庭
夏邑县人民法院会亭人民法庭
湖北省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大冶市人民法院殷祖人民法庭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郧西县人民法院香口人民法庭
荆 门 市 掇 刀 区 人 民 法 院 城 南 人

民 法 庭
宣恩县人民法院李家河人民法庭
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新闻信息网络处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

教育处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茶陵县人民法院腰陂人民法庭
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审判庭
阳春市人民法院潭水人民法庭
广宁县人民法院新楼人民法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
北海海事法院执行局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
北流市人民法院附城人民法庭

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判第一庭
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

判庭（重庆破产法庭）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家桥人民法庭
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处
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富顺县人民法院富世人民法庭
盐边县人民法院渔门人民法庭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

与家事案件审判庭
南部县人民法院南隆人民法庭
万源市人民法院白沙人民法庭
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三庭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监督一庭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断桥人民法庭
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审判庭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警

察支队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施甸县人民法院姚关人民法庭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科
尼木县人民法院吞巴人民法庭
尼玛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札达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

装备室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故市人

民法庭
子洲县人民法院裴家湾人民法庭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第二庭
甘肃省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
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
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行政

装备处
甘肃省法官学院
青海省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
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
格尔木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隆德县人民法院沙塘人民法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第一庭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政治部
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
托克逊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司法警察大队）
于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解放军
南部战区军事法院审判监督庭
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法院立案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四师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北京市
王亚茹（女） 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法官助理
杜 坤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

队警政科科长
秦 硕（女） 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
高 晶（女） 西城区人民法院政治

部组宣工作组一级主任科员
谢耀宗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斋堂人

民法庭庭长
天津市
刘 辉（女） 宝坻区人民法院大白

庄人民法庭庭长
齐 颖（女） 东丽区人民法院政治

部（机关党委）副主任
李新宽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支队四级高级警长
潘 凯 河北区人民法院告诉申诉

庭法官助理
河北省
王兴锋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王海光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政治部四级主任科员
冉冰洁（女） 蠡县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副主任
冯国生 固安县人民法院柳泉人民

法庭原庭长
闫英敏（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三庭审判员
张伟亮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

处处长
张树岩 景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苗晶晶（女）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教育管理处副处长

周 华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办
公室副主任

山西省
刘 泳 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刘 晔（女）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孙 鹏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

室主任
侯建军 大同市云冈区人民法院政

治部主任
康 抗（女）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薛江波 曲沃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内蒙古自治区
巴 特（蒙古族） 锡林郭勒盟中级

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巴音那木拉（蒙古族） 乌拉特后旗

人民法院牧区巡回法庭庭长
白晓娟（女） 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
张 晶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服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周 毅 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政

治部主任
詹小亚（女） 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法官助理
辽宁省
任延光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

指导处处长
江梓齐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

处副处长
张吉相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
陈 佳（女） 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审判员
陈铁强 大连海事法院长海法庭

副庭长
罗胜男（女）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研究室法官助理
姚 淙 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一庭法官助理
路 洪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

部法官培训科科长
吉林省
王 钥（女）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刘云山 东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副局长
刘淑梅（女）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政治部主任
李 磊（女）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传教育处处长
梁 飞（女） 长春林区中级法院政

治部宣传教育处处长
黑龙江省
刘兆兴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李 敏（女） 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干部处副处长
冷 岩（女） 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

院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张大巍 龙江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研究室）主任
张淑梅（女） 虎林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志勇 穆棱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大队副队长
贾李强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局长
徐首奎 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大队三级警长
上海市
王国侠（女） 宝山区人民法院月浦

人民法庭庭长
兰 钊 嘉定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大队副大队长
吴盈喆（女）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

识产权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
陆伟松 崇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

官助理
姜 彤（女） 上海金融法院机关党

委副书记
江苏省
朱海兰（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刘振华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信访办公室主任
李存生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

部副主任
陈 芳（女）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

院邵伯人民法庭庭长
周 云（女） 如皋市人民法院执行

局局长
顾建兵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

教育处副处长
高源源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人事处副处长
曹美娟（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

薛子裔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一级科员

浙江省
毛伟炜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处副处长
纪 平（女）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干部人事处四级主任科员
李 俊 永嘉县人民法院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
杨宇超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办

公室副主任
沙 丽（女） 杭州互联网法院互

联网审判二庭庭长
张凯薇（女）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

庭书记员
徐乐盛 台 州 市 黄 岩 区 人 民 法

院院长
黄文娟（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邱隘人民法庭副庭长
安徽省
方玉滢（女） 砀山县人民法院综

合办公室主任
刘梦李（女）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助理
孙施龙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政

治部二级主任科员
孙章科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警支队副支队长
张 蕊（女） 涡阳县人民法院花

沟人民法庭庭长
高 逢（女） 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涂 娅（女）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研究室主任
福建省
吴扬城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陈丹华（女）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

法院政治部主任
郭剑明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

院综合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黄佶喆 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
黄素萍（女）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立案庭庭长
魏正雄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

传处副处长
江西省
王国勇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朱婧瑶（女） 南昌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法官助理
邹丽龙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办

公室副主任
周芳琴（女） 鹰潭市中级人民法

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政委
姜卫民 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

院院长
山东省
朱瑞旭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研

究室副主任
刘 杰 单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主任
刘 洋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李志强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李雯璐（女）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李耀勇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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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