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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成为羊城核心竞争力
广州司法局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新高地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3月30日，

以“领航新发展、澎湃新活力”为主题的

2021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盛大开幕，来

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65家企业、机构代表

600余人出席年会。

  统计显示，2020年，广州市注册（落地）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同比增长1.6倍，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增长7 . 5 % ，增速高于全国、全

省；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55.27万户，同

比增长24 . 8 8%；全市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10200 . 0 4亿元，历史上首次超过万亿元，占

GDP的比重为40.8%，同比增长2.8%。

  骄人的成绩来自广州强大的资源配

置能力、产业聚集效应、人才吸纳引力和

政府服务效能，更不乏良好的法治营商环

境给投资者注入的信心，让这座千年商都

成 为 机 遇 无 限 的 投 资 首 选 地 和 最 佳 发

展地。

  据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廖荣

辉介绍，近年来，广州市司法局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按

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要求，

通过分解梳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聚

焦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营商环境

法治保障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

法律服务，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新高

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让法治成为羊城最显著的城市特征、最核

心的竞争力之一。

对标国际营商规则保护中小投资者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是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之义，是促进现代公司

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接轨国际商事制度，营

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廖荣辉说。

  2 0 2 0年，广州市司法局牵头研究推进

世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估“保护中小投资者”

指标，着力将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优化创

新相结合，从立法、执法、普法、公共法律服

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加大对中小

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推动广州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同时，联合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广东省证监局，出台一系列改

革创新举措，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探索和实践。

  据介绍，广州市司法局在市法援基金中

专项设立“法护公平·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项目，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关

联交易侵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案件，为有

需要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援助，切实保障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完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广州

市司法局联合广东省证监局、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探索在先行调解、证据取证、确立示

范案件、全程全方位调解、引入专业支持、降

低诉讼成本等程序性环节中，为中小投资者

建立便捷高效的绿色诉讼通道。为加强对中

小投资者相关争议的调解，广州市司法局牵

头成立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在实践

中发挥广东中证投资者服务与纠纷调解中心

作用，优化和完善中小投资者诉求处理机制。

同时，指导金融、证券等行业协会设立金融纠

纷调解中心，构建调解与诉讼有机衔接的商

事纠纷解决机制。

  “在提升诉讼便利度方面，广州司法局侧

重于发掘实际案例和实践做法，并提出进一

步改革措施。”廖荣辉说。例如，与市中级人民

法院共同研究完善庭前证据交换规则，完善

在民商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令制度，充分发

挥律师调查在民商事案件中的作用；完善群

体性证券纠纷处理机制，开设中小投资者纠

纷案件审批绿色通道；建立商事调解中心，注

重对中小股东的支持诉讼，形成了具有地方

特色的十余项地方制度和创新举措。

制度框架内解决市场痛点难点问题

  “作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典范城市，广州

一直聚焦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营商

环境法治保障机制。”廖荣辉说，由广州市司

法局起草的《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在立法体例上全国独创“开

放创新”一章，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出全国首创

的“广州方案”。

  今年1月1日起，《条例》正式施行。《条

例》致力于加强对企业的帮扶，完善企业生

命全周期服务体系，推行一网通办、容缺登

记、减证便民、政策兑现“免申即享”等制度，

提高企业办事效率和便利度，建立统一的市

场管理容错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企业试

错纠错。

  廖荣辉表示，《条例》将已有经验和做法

以地方性法规体现出来，在制度框架下推动

解决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职能转变

为核心，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强化协同联动，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发展环境。

  注重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支撑，逐步建

立完善以《条例》为核心、以相关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地方营商环境制度

体系，是广州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重要抓手。

  为完善配套制度，今年，广州将陆续制定

《广州市临空经济区条例》《广州市城市更新

条例》《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广州

市不动产登记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以及《广州

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此

外，广州市司法局还对民法典中涉及行政法

律规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内容进行了梳

理，形成了《广州市司法局关于行政执法领域

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指引》，并印发全市各有

关单位和各区执行。

  实践中，广州聚焦法治政府建设，建立健

全包容审慎监管工作机制，开展市场轻微违

法经营行为免处罚免强制清单编制工作，成

为全国的创新之举。目前，已累计发布245项

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处罚免强制事项，

涵盖市场监管等9个重点行业和领域，基本实

现了监管纠错容错机制的“立体式”全覆盖。

据统计，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累计对236宗

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案件依法不予处罚，

对283宗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案件依法不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强制执行。

  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广州市司法局深

入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率先在全国建立行政执法数据

年报公示制度，被国务院采用并向全国推广。

同时，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累计精简行政

权力事项7917项，累计清理296项市级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将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群

众需求强烈的市级176项行政职权和121项公

共服务事项调整为由区实施，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和企业就近办事。

用优质服务凝聚法治化营商环境合力

  2019年4月19日，“广州公共法律服务5G

应用孵化实验室”“广州智慧戒毒5G应用孵化

实验室”在广州揭牌，标志着全国首家5G智慧

司法实验室正式启动建设。此后，广州市司法

局和广州联通围绕5G智慧监狱、5G应急指

挥、5G法律宣传、5G远程探视、5G禁毒教育馆

等多个领域，致力于将广州打造成为全国公

共法律服务最便捷的城市。

  2020年1月16日，广州在全国率先建成并

在当天投入应用“广州公法链”，即日起全市

鉴定机构将全部接入“广州公法链”，在全国

首推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外存、取证服务

和管理新模式。

  “广州公法链”全流程记录鉴定意见书

文本上传、鉴定人身份识别、鉴定人签章、

复核签发、电子鉴定意见书生成，以及委托

人提取意见书与源文件哈希值比对查伪等

步骤，确保电子鉴定意见书的原始性、真实

性、可溯源性、防篡改性，维护司法鉴定的

公正和权威，有效破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存

在的管理顽疾。

  通过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

服务，凝聚法治化营商环境合力，是广州市

司法局强化法治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又

一力举。

  广州市司法局提出“打造全国公共法

律服务最便捷城市”的新发展理念后，配合

市人大出台《关于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定》。同时，在全市

推动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2942个，

建立全国首家5G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研发“广州公法链”“广州法视通”“企业健

康指示码”等信息化项目。

  为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广州市司法

局指导市律师协会成立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估指标的专业律师研究小组，协助各单位解

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成立全国首家涉外律

师学院，承办“一带一路”律师联盟战略发展

研讨会；成立“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广州中心，

为推动广州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打造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设立广东省

自贸区南沙片区贸促商事（人民）调解中心、

跨境电子商务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广东知

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推动市律师协

会成立广州国际商事商贸调解中心，高效便

捷地解决商事纠纷。

  为推动企业守法经营，2020年，广州市司

法局开展“访百家园区助中小企业”法律服务

暖企活动，组织1000名律师成立服务团，走进

全市100家产业园区，为1万家中小微企业提

供法律服务。同时，开展企业“法治体检”活

动，服务中小微企业5.7万余家，为5.5万余家企

业进行免费体检，出具法律意见一千余条。

  针对当前广州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

面存在的一些跨部门、跨领域问题，广州市司

法局整合全市法治资源，成立广州市优化营

商环境法治联合体，建立咨询专家库和专业

律师库、英文翻译组，为提升广州制度环境软

实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新高地提供智力

支持，凝聚法治化营商环境合力。

  据介绍，联合体专家库专家全程参与《条

例》的起草工作，各成员单位和专家、律师踊

跃建言献策，共提出世行评估、完善城市更新

制度、加强产权保护、推动仲裁事业发展等各

类意见建议13份、61条。

  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广州

市司法局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主题，利用“广

州普法”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

开设专栏，联合广州广播电视台制作融媒

体品牌栏目《营商论道》，营造关注营商环

境的浓厚氛围。同时，举办由400余名律师、

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士参加的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政策推介交流会，邀请专家学

者授课，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政策推介机

制，使专业人士、市场主体对全市营商环境

改革举措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下一步，广州市司法局将坚持以市场主

体感受为标准，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不断

强化法治保障，为广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作

出更大努力。”廖荣辉说。

文/图 江宁 刘剑  

  2020年9月5日，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中心在广州揭牌成立。

  广州市律师行业协会召开对标世界银

行指标体系优化广州营商环境座谈会。

各供应商：本公司(自2020年12月3日由“绍兴

市如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鑫

盛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为了理顺与各方

的经济关系，明确相互之间的经济责任，特

向你们作出如下公告：

  一、对于2021年2月1日(不含)以前本公司

与你们签订的合同，分以下情况处理：

  1、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代表本公

司在该合同上签字的代理人，自该合同履行

完毕之日起不再享有我公司代理权。

  2、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代表本公

司在该合同上签字的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仅

限于该合同标的范围内的交易，且自2021年2

月1日(含)起不再享有本公司代理权。该代理

人在除该合同以外的任何文书(包括但不限

于送货单、对账单等)上的签署行为均不代

表本公司。

  二、对于2021年2月1日(含)以后本公司与

你们签订的合同，作以下声明：

  从2021年2月1日起，本公司代理人为杨

正刚，所有合同必须经其签署并加盖本公司

公章方为有效，本公司才认可。如若有与之

不符的情形，请相关供应商自公告之日起5

日内速与本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 5 7 5 —

82893007。

  特此公告

公告人：浙江鑫盛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21年4月13日

浙江鑫盛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公告

邯郸市零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书梅诉你司及郭艳霞、
张玉杰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周想：本院受理李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准许原、被告离婚；二、由原告抚养
小孩，被告承担相应抚养费用每月3000元。三、婚前和婚后的个人财
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共同财产和债务请法院依法分割。)举证及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卓卓：本院受理李玉田诉你变更抚养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孟凡亮：本院受理刘惠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张玉斌诉你们单位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常建国诉你们单位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常建军诉你们单位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张新花诉你们单位执行程序中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地勘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韩荣晓诉你们单位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河北璋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潘志兴、珠海横琴中盛海陆运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江门市颂恩灯饰有限公司诉你们联营合同效力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955号 周夕兰：本院受理原告吴存强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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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8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919号 郑建南：本院受理原告虞献平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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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8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509号 毛宝华：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创意影视器
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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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
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学哲：本院受理原告傅尊余与被告李学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100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伍明松：本院受理原告李春波与被告伍明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93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8549号 熊强：原告刘建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
初85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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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770号 胡志强：原告何启良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382
民初5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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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8348号 吕磊阳：本院审理原告汪赞平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83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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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广州市凡轩鸣一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程守平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05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泰兴市裕彦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祉新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5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05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江苏华盛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何凤华诉唐正东、永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你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 )苏12民终2413号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5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李建生、钱新芳、泰兴市吉润玻璃制品厂、李杰：本院受理赵建中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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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温庆群：原告童中明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36000元及利息；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祖飏：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湖南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信
用卡本金、利息等178711 .91元及利息、费用等，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张再锋、谢宝泽、张亚丽、汪青涛、广州骏骥祥建材有限公司：原告
谭明兵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鄂0683民初574号，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组庭人成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谷城皇格陶瓷有限公司、谷城南沣瓷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志勇诉你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3)鄂枣阳民一初字
第00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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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杨景、杨邦龙、许晨露：原告嘉兴国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莫晓峰：原告许锡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吉庆、李平均：原告嘉兴鼎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翔、张秀：原告允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程兴龙、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2021)浙0402民初2581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359号 本院受理吴兆良申请宣告吴泰初死亡一案，经
查，吴泰初，男，193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于1994
年4月离家外出后，没有再与家人联系，多年来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多
种办法查探，但至今仍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被申请人吴泰初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
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361号 本院受理冼雪芳申请宣告梁少葵死亡一案，
经查，梁少葵，女，1975年1月10日，汉族，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
镇南林大街1号，公民身份证号码440623197501104782。于2001年11月离
家外出后，没有再与家人联系，多年来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多种办
法查探，但至今仍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被申请人麦政枝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
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360号 本院受理阮杏梅申请宣告冯月珍死亡一案，经
查，冯月珍，女，195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陈村镇石洲平康南便街4号，公民身份证号码440623195310252329。于
2003年6月出走后，没有再与家人联系，多年来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
多种办法查探，但至今仍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一年，被申请人冯月珍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
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西安枫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鑫力锋精密五金电子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北京尚世文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至和中皓建设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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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华：本院受理王玥诉万住物业(江苏)有限公司、李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987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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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侍左年：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公司诉
侍左年、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上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中心支公司就(2019)苏0583民初1898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姚斌军、沈明海、薄黎明：本院受理上海名奇模具材料有限公司诉你
们及薄春林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6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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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恒睿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通巨能建筑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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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0583民初165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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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虞永贵：本院受理高晓波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583民初108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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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峰：本院受理许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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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周市镇松堡王国家具经营部、昆山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新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魏平：本院受理昆山金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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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政法啄木鸟”助建政法铁军护航高质量发展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政法工作例会

在恒源矿业有限公司召开。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陈晓杰带领公检法司单位负责人、“政法

啄木鸟”代表和企业家代表，围绕“改善法治

土壤，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座谈交流。

  如今，“政法啄木鸟“代表参加政法工作

例会在淇县已经成为常态。

  “去年，新领导班子成立后，相继开展了

‘铸忠诚、勇担当、讲规矩、比奉献’主题教育

活动和‘照镜子、正衣冠、找问题、促整改’纪

律作风集中整顿活动，执法司法工作质效得

到有效提升。但是，改进作风不仅需要政法部

门自身努力，还需要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监

督，‘政法啄木鸟’应势而生。”陈晓杰说。

  今年3月26日，40名“政法啄木鸟”经严格

推选和审核正式上岗。目前，已“巡诊”30余家

单位，提出意见建议260余条，梳理问题150个，

其中有120余个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发挥“四员”作用 助力打造政法铁军

  “‘政法啄木鸟’一方面推动干警严格公

正执法，另一方面发挥政法监督员、联络员、

宣传员、信息员作用，助力政法部门提升办案

能力和服务水平。”陈晓杰说。

  一是发挥政法监督员作用，从群众关注

的突出问题入手，依法进行监督，助力打造

“五个过硬”政法铁军，促进政法工作高质量

发展。庙口镇交通时常拥堵，在“政法啄木鸟”

郭海涛建议下，淇县警方成立庙口交警中队，

彻底解决了拥堵问题。

  二是发挥群众联络员作用，使政法信访

干部与群众的交流更加便捷和通畅，努力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是发挥法治宣传员作用，在“政法啄木

鸟”建议下，淇县县委政法委高标准打造民法

典法治文化长廊、禁毒主题跑道、宪法文化广

场等法治宣传阵地，在全县营造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是发挥营商信息员作用，在“政法啄木

鸟”建议和推动下，县人民检察院成立检企虹

桥协会，确保企业“发声有回应、意见有反馈、

问题得解决”；县人民法院制定服务联系卡，

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县公安局将警务

前移，在重点企业建立警务室；县司法局推行

一对一“保姆式”服务，为全县154家企业提供

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建立“1+5+5”制度 规范“啄木鸟”行为

  为更好地发挥“政法啄木鸟”的作用，

淇县县委政法委逐步建立和完善“1+5+5”

工作制度。

  “1”是一个办法，即《淇县“政法啄木鸟”

工作办法（试行）》。内容包括“政法啄木鸟”有

监督建议权、查处问题建议权等5项权利和参

与监督检查、调查研究等6项义务。

  “5”是5个制度，即系统培训制度、定期联

系制度、信息收集反馈制度、监督举报工作台

账制度和年度考评制度。

  “5”是5种工作法，即坐班接访工作法、

定期会商工作法、分包乡镇工作法、联系政

法单位工作法、“政法啄木鸟”工作站工作

法。一是设立“政法啄木鸟”接访室，受理信

访人反映的问题；设立“政法啄木鸟”工作室

（心理咨询室），解决政法干警在思想认识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安排“政法啄木鸟”参

与每周二的政法工作例会，积极建言献策。

三是安排“政法啄木鸟”定期不定期到分包

乡镇倾听群众呼声，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四

是在各政法单位建立“政法啄木鸟”直通车，

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五是在全县9个乡镇

（街道）和鹤淇产业集聚区挂牌成立“政法啄

木鸟”工作站，做好基层政法信访工作。

  “‘政法啄木鸟’虽然是一项公益性工作，

但须严守纪律，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干预执法

司法活动。”陈晓杰说。

“巡诊”30余家单位 解决问题120余个

  “政法啄木鸟”成立半年以来，按照“带着

问题进单位，围绕主题提建议，破解难题促提

升”的要求，已“巡诊”30余家单位，提出意见

建议260余条，解决问题120余个。

  平安法治亮点纷呈。全县连续28个月未发

生现行命案，创造历史纪录。淇县警方侦破的

假药案、信用卡管理案、假证照案先后7次被中

央媒体专题报道。在平安建设考评中，淇县以

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为平安建设优秀县，

并获首批河南省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县称号。

  信访秩序更加规范。一方面，积极解决信

访群众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上

访行为。2020年，全县信访事项一次性办结率

同比提高19%。

  问题楼盘全部化解。省市交办的11个问

题楼盘全部被上级认定化解，10余个历史遗

留楼盘信访案件全部攻坚化解，切实维护了

群众合法权益和全县社会稳定。

  政法合力高度凝聚。公检法司等政法单

位牢固树立了“一家人”思想，工作重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进一步凝聚

了平安建设工作合力。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通过开展“扬正

气、强胆气、提慧气”教育实践等多个活动，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

执法公正的政法铁军。

  法治土壤持续改良。在教育、医疗等行业

开展“啄木鸟伴您同行”系列法治活动40余

次，全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日益浓厚，法

治信仰深入人心。       赵澜涛

  2018年9月18日，在北京市大兴区林
校街道辖区，黄村镇星城商厦物美广场发
现一未知名男死亡，30岁左右，未知名，尸
长174厘米，体瘦，黑发，发长约3厘米，瘦
长脸型，上穿白色衬衣，下穿浅蓝色裤子。
如有此人线索，请与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
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张警官
  电 话：010-69242301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尸源

  2018年1月18日，在大兴区青云店镇

南大红门村一男子死亡，该人无身份信

息，高度腐败，中等身材，短发，上穿军绿

色秋衣，下穿军绿色秋裤，赤足。如有此人

线索，请与大兴分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隗警官

  电 话：010-69242301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尸源

  2017年10月14日，在大兴区黄村镇前辛

庄村一男子死亡，该人无身份信息，70岁左

右，花白中长发(秃顶)，体型偏胖，上穿蓝色

西装外衣、红白相间竖条纹衬衣，下穿黑色

外裤、天蓝色秋裤，赤足。如有此人线索，请

与大兴分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隗警官

  电 话：010-69242301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尸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