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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31日，首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

执业考试顺利举行；

  2021年10月18日，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一个

律师数量突破6万人的省份；

  广东律师行业创新发展，目前共有律师

执业机构近4500家，执业律师达6万人，均居

全国首位……

  近年来，广东律师行业在省司法厅党

委和省律师行业党委领导下，践行执业为

民理念，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和专业优

势，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服务广东“一核一带一

区”发展，全面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法

治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强化政治统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2018年2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成立省

级律师行业党委。此后，全省21个地市全部

成立市级律师行业党组织；

  2018年7月，在中央组织部和司法部召开

的全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广

东省委组织部作为全国组织系统唯一发言代

表，在会上介绍广东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经验；

  2019年，广东律师行业在全国率先完成

省市两级律师协会和全省律师事务所章程

修订工作，并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

建设等内容写入章程……

  近年来，广东律师行业全面加强党建

工作，把政治统领、党建引领贯穿律师工作

始终，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全省广大律师自觉

践行“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同时，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把政

治学习作为会议第一议题，抓实抓细全省

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律师的政治学

习，强化思想引领。

  此外，广东律师行业还举办全省律师

行业党建工作示范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律

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工作者的政治

素质、工作水平；成立省律师行业党委党

校，配合研究制定党校四项基本制度；推进

“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

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其

纳入“三会一课”(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大会、

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

部委员会会议)制度；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编印多期广东律师行

业主题教育专刊。

  同时，深入实施律师行业党建引领发展

“强基”“领航”“聚力”“先锋”四大工程，在完

成第一个基层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基础

上，继续实施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广

东律师行业党建工作落地见效。目前，全省

共有党员律师2.3万名、律师行业各级党组织

1543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1年10月，广

东省14家律师事务所、29名律师被司法部授

予“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和“全国优秀律

师”称号。

“人民律师”彰显律师责任与担当

  2020年上半年，中山市某制衣厂因经营

不善倒闭，被拖欠工资的494名员工与厂方交

涉无果，一场集体讨薪风波开始酝酿……

  中山市3家律师事务所多名法律援助

律师迅速介入，释明相关法律法规和维权

程序，稳定员工情绪，快速完成递交员工的

劳动仲裁申请书或起诉状，为员工开启法

律维权之路。2021年9月，法院第3次向454名

员工发放被拖欠工资。至此，在法援律师努

力下，累计执行到位款项439万元，员工工

资受偿率达84.26%。

  在群众需要法律帮助的地方，总有律师

的身影。2017年以来，广东省律师协会引导全

省律师，践行“人民律师为人民”理念，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服务经济民生、建设法治广东、

维护社会稳定、助力做好疫情防控，积极为人

民群众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用实际行动彰显

了广东律师的责任与担当。

  深入基层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工作，服务人民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深入社

区、农村、商圈开展宪法和民法典宣传活动；

深入企业开展免费“法治体检”，把脉企业风

险……

  这些只是广东律师行业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十百千万惠民生”活动的缩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律师行业

“一所惠十企”“百所兴百村”“千所联千会”

“万场法治宣传”“十万公益法律服务”系列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广东律师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糟心事，为3.8

万家民营企业提供公益法律服务，与1000余

家商会和协会建立合作机制，在村(社区)开

展近2.8万场法治宣传活动，办理公益法律服

务案件10万余件。

  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紧

时，广东律师行业在全国率先成立由律师组

成的疫情防控律师服务团，深入基层参与一

线疫情防控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上

半年，广东律师共提供疫情防控专业法律意

见1000余条，参与各级地方法规规章立法、

修法近100项，提供各类涉疫情免费法律咨

询6.8万人次，编制并发布超过3000篇涉疫情

法律指引与建议……

  此外，广东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普法活

动，履行社会责任。2018年4月，广东省律师

协会第一时间组织全省律师学习新修改的

宪法，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掀起学习宣

传宪法热潮。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施

行，广东省律师协会组建全国首个省级律师

行业民法典宣讲团，动员全省律师开展线上

线下宣讲活动近10万场，受众达上亿人次。

协会会长肖胜方身体力行，作宪法宣讲39

场、民法典宣讲67场，受众达6.5万人次。

搭建交流平台提升涉外服务水平

  近日，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师事务

所在广州南沙自贸区举行“粤港澳跨境法

律服务”启动仪式，将更好地促进三地法治

交流和融合。

  据介绍，作为广州市首家粤港澳三方

联营律师事务所，金桥司徒邝(南沙)联营律

师事务所于2020年1月获省司法厅批准设

立，由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司徒

维新律师行有限法律责任合伙、澳门邝玉

球律师事务所共同出资和管理运营，并于

今年7月正式入驻粤港澳大湾区暨“一带一

路”(广州·南沙)法律服务集聚区。

  首创粤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制

度，只是广东律师行业涉外法律服务快速

发展的冰山一角。2017年以来，广东省律师

协会把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上，聚焦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多措并举抓实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推动

涉外法律服务取得新突破，努力为广东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

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优质高效的

法律服务。

  5年间，广东律师为涉外法律服务的发

展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全面加强涉外

律师队伍建设，建立涉外律师人才库和涉

外律师事务所库；联合创立粤港澳大湾区

律师协会联席会议制度，首创香港大律师

与广东律师现场“一对一”交流模式；推动

成立“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设立联盟广州

中心；组织律师参与环太平洋律师协会年

会、国际律师协会亚太区域论坛、国际商会

亚洲仲裁年会、东盟法律大会等境内外交

流活动近150场次，不断深化境内外律师行

业合作共识。

  在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广东省律师事

务所和律师“走出去”的同时，广东省律师

协会还组建广东涉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

团，编印涉及律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等系列指

引，努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优质的

法律服务。

锻造过硬队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广大律师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离不开广东省律师协会的

努力。实践中，广东省律师协会强化律师行

业自律管理，完善纪律工作机制，规范律师

执业行为，全面打造过硬的律师队伍，推动

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律师协会先后修订出台律师执

业年度考核管理、违规行为处分、防止利益

冲突、网络言论行为规范等方面规范，加强

对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

理；在全国率先成立并运行广东省律师协

会投诉中心，高效高质实现21个市律协投

诉中心挂牌运作全覆盖；建成广东省律师

行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打造全省统一的

网上投诉受理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全省互通，为群众提供便利；率先实现纪律

工作调查与惩戒相分离，增设调查委员会

和惩戒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创立协会领导

向理事会述职并现场接受考评制度，推行

委员会量化考核制度……

  此外，广东省律师协会还进一步建立

健全维权机制，推动解决会见难问题；推动

出台调查令制度，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大力发展律师会员福利事业，构建多险种

统一投保工作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欠发

达地区人、财、物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欠发

达地区律师业务水平。

  与时代同行，与法治同步。第6万名律师

的诞生在壮大广东律师队伍的同时，也为广

东律师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广东律师将开

拓创新、锐意进取，以奋斗姿态高扬法治风

帆，助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文/图 江宁 冼莉  

高扬法治风帆 践行执业为民

广东打造过硬律师队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1年11月，广东省举办全省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示范培训班。

  图① 2020年6月，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广东省律师协会在茂名市

联合主办“法治体检”专项活动粤西专场。

  图② 广东律师践行“人民律师为人民”理念，深入基层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图③ 参加援藏律师服务团的广东律师(右)参加当地普法活动，把法治的种子播洒

在雪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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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江苏睿众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今年来未经授权通过抖音账号

“江苏睿众体育文化”(抖音号：JDM_GT，

账号链接：https：//v.douyin.com/RCUST14

/)在抖音平台持续发布了剪切自热播剧

《扫黑风暴》的大量短视频。我司行为已构

成侵权，给《扫黑风暴》作品的相关权利人

造成了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在权利人提

出维权诉求后，我司立刻删除了所有相关

视频。我司深知相关权利人以及主创人员

进行作品创作的辛勤付出，现公开赔礼道

歉，请求相关权利人对我司的错误行为予

以谅解。我司将深刻反省，守法合规经营，

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杜绝此类侵权行为！

江苏睿众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道歉声明

  本报讯 为营造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

与禁毒工作的浓厚氛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禁毒办近日联合新安街道禁毒办，采取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万达广场举办以“舞动

新安 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禁毒健身操比赛。

新安街道组织禁毒社工编排和推广禁毒健身

操，并通过“线上投票+专家评选”方式，选出

入围禁毒健身操决赛的10支队伍，让群众在

寓教于乐中学习禁毒知识，树立健康无毒生

活理念。同时，引导大家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积极参与禁毒工作，为创建平安无毒宝安贡

献力量。        邓炜峰 谢煊

深圳宝安区举办禁毒健身操比赛

  本报讯 为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大力

倡导“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生活理念，广东省

广州市花都区禁毒办近日联合广州市公安局

花都分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人民政府、广

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花都校区），举办“无

毒青春 我型我秀”线上禁毒Liveshow文艺汇

演活动。此次活动在“花都公安”抖音号进行

全程直播，共有200余名艺术系学生、社区志

愿者参与演出，超过1万名抖音用户观看直

播。活动将禁毒元素融入醒狮、街舞、唱跳、手

语歌等节目，在展现青春风采的同时，表达了

拒绝毒品的坚定决心。      范东

广州花都区举办线上禁毒文艺汇演

  本报讯 连日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

禁毒部门在辖区开展寄递渠道禁毒宣传活

动。其间，各镇（街道）禁毒办工作人员重点检

查各寄递网点是否落实100%实名收寄、100%

收寄验视、100%技防安检、100%持证经营、

100%从业人员登记“5个100%制度”。同时，通

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设置禁毒宣传展板、展

示仿真毒品模型等多种方式，详细讲解毒品

种类和危害、防毒知识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大家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提高

识毒、辨毒、查毒能力，严防毒品等违禁品通

过物流寄递渠道传播。     廖超文

龙门县开展寄递渠道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禁

毒办组织各镇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禁毒社工

及派出所、戒毒所业务骨干40余人，开展禁毒

工作业务培训。县公安局、县禁毒办有关负责

人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要求，各单位要充分

认识此次培训的重要性，及时针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查缺补漏。讲师结合《禁毒工作政策解

读及禁毒专干与禁毒社工的空间与作为》《广

东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从禁毒法律法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

范等方面入手，结合典型案例，讲授禁毒工作

技能，为大家答疑解惑。    郭生富

佛冈县开展禁毒工作业务培训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柳

城镇禁毒办、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位有关人员

走进上莞镇新轮村，举办“无毒示范村”经验

交流活动。学习组一行参观村级禁毒阵地，了

解“无毒村居”创建经验，并召开座谈会。会

上，县禁毒办有关负责人指出，要狠抓社会综

合治理，最大限度减少毒品危害；要发动群众

力量，营造人人关心支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

的浓厚氛围；要以新轮村创建“无毒示范村”

为契机，不断创新禁毒工作方法，将其打造成

辐射周边示范村、引领全县的亮点工程和精

品工程。           吴滋芳

东源县举办“无毒示范村”经验交流活动

  本报讯 为加大禁毒防艾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高群众禁毒防艾意识，广东省珠海市

金湾区红旗镇禁毒办近日联合金湾区馨园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红旗镇文化广场开展禁

毒防艾宣传活动。其间，工作人员通过发放禁

毒防艾宣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等多种

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毒品种

类、禁毒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预防措施，倡导绿色无毒、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引导群众拒绝毒品、预防艾滋，为遏

制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和艾滋病传播蔓延奠定

了良好基础。         林紫珊

珠海金湾区开展禁毒防艾宣传

无锡锡北镇高标准打造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

区锡北镇坚持“最多跑一地，服务零距离”便

民服务理念，积极打造“一窗口受理、一站式

服务、一体化运行、一揽子解决”的人民来访

接待中心。

  锡北镇在人民来访接待中心设置信访自

助服务一体机，提供全天候网上信访登记服

务；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新建视频接访系统，

与区信访局实时对接，群众可通过“慧聚锡

北”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登记投诉。

  同时，整合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网格管理服务中心功能，建立信访

受理、投诉处置、法律服务、矛盾调解、诉调对

接“五位一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

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实现一般矛盾当场调

处、专业和行业性矛盾归口调处、高风险和跨

领域矛盾领导包案调处，不断健全完善“访调

对接”工作机制。

  此外，锡北镇还在人民来访接待中心设立

普法馆，对信访条例及近年来坚持和发展“枫桥

经验”的创新做法、工作成效进行集中展示，引

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增强群众遵纪守法

意识，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整合网格员、“三官一

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乡贤等多方力

量，打造老所长工作室、锡北商会调解室、“红色

议事厅”等特色矛盾调解平台，及时掌握社情民

意。加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治理，实现镇

域社会矛盾纠纷全周期管理。   李东阳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经济区

税务局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

管改革的意见》，采取多项措施，推进法治

税务建设。一是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支持。二是推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建双向多维风

险防控机制，有效降低征纳成本。三是提

出完善规章制度和夯实征管基础的意见

建议，供上级部门决策参考，发挥以税咨

政作用。四是通过说服教育、约谈提醒等

非强制性执法方式，推行“首违不罚”制

度，让税收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不断

提升税法遵从度。

魏凯  

兰州经济区多举措推进法治税务建设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

南平支队为赴广东省执行跨省机动驻防

任务的指战员举行出征欢送仪式。此次驻

防按照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统一部

署，组织总队指战员赴广东省跨省驻防，

立足森林灭火主责主业和综合救援机动

力量这一定位，确保广东省发生重大以上

森林火灾和自然灾害时，立即投入救援力

量。据悉，南平支队此次共出动100名指战

员、1 1台车辆，沿长深、古武、寻全、大广、

珠三角环线高速、广佛肇高速机动至肇庆

市国防教育基地，途经福建、江西、广东3

省，全程853公里。

周晓凯 曾凤伟  

福建南平森林消防做好跨省驻防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蚌埠市蚌

山区信访局扎实推进“听民声、疏民怨、

解民忧、浓民情、感民恩”为民服务行动，

推动全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加

强重点领域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工作 ，由

区领导带队深入基层 ，与群众面对面座

谈；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

施方案，解决群众初信初访问题。二是以

事要解决为着力点 ，逐案提请区领导包

案，逐件明确承办单位责任，力促信访积

案“清仓见底”。三是开展帮扶行动，走访

慰问贫困信访户、孤寡老人和离退休党员，

推动案结事了。

徐雅莉  

蚌埠蚌山区信访局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

局东坑分局成功侦破一起地下钱庄非法

经营案，涉案金额达1 0亿元。据了解，东

坑公安分局在工作中掌握一条涉地下钱

庄犯罪线索 ，并成功掌握该团伙通过为

国内企业货款结汇、为境内外赌博团伙

转移资金等方式非法买卖外汇、涉嫌非

法经营的犯罪事实。警方随即展开收网

行动，并分别在广东省江门市、甘肃省兰

州市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两名 ，扣押银

行卡、U盾、电脑、手机、文件等涉案物品

一批，冻结涉案银行账户5 6个。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谢炜锋  

东莞东坑警方侦破一起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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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新花诉你司及中冶地勘岩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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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玉斌诉你司及中冶地勘岩土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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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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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鹏：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75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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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鹏：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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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钱文云、浙江云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祥纺织有限公司、嘉兴市锦丰纺
织整理有限公司、嘉兴市蓝天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钱生云、钱文珠、钱富华：原
告姚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
民初206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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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姚辉：原告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海蓝电脑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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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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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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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明：原告嘉兴市南湖区城东东盛石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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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蒋文琪、嘉兴邦运物流有限公司：原告韩军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782号民事裁定书。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 丽、陈利：原告允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 理终 结。依法 向你 们公 告送达( 2 0 2 1 ) 浙 0 4 0 2 民初 3 8 4 4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 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梁小娟、郭晓龙：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丰支行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创磊服装有限公司：原告潘玉英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中 建宏 伟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谢继宏：原告何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2 1 ) 浙 0 4 0 2 民初2 3 3 4 号民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6 0 日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次日起1 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侯彦卫、张馥荔、侯传军、郭倩、张国俊、孙连馨、云贝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锐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晴好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原告嘉兴乾丰投资有限
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

46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金荣：原告周振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50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许晓春：原告黄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1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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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经侦查查明，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在侦办“1.26”非法经营案时，依法扣押的工商银行
6212261408012991943等14个银行账户(详见附件)内的资金与案件无关，现依法予以公告，
望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证明材料到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认领，逾期无人认领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上缴国
库。特此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
2021年12月8日

附：《银行账号明细表》
银行名称   账号            银行名称   账号
工商银行   6212261408012991943     农业银行   6228480688688312778
工商银行   6212261408026704324     邮政储蓄银行 6217993900057260501
建设银行   6217001830043077042     工商银行   6222031406000437828
工商银行   6212261406008043695     工商银行   6212261406008795450
工商银行   6212261406001214657     工商银行   6212261408029655457
浦发银行   6217941776882204       建设银行   6236681460015716919
工商银行   6222033803006007670     农业银行   6228482238421366877

烟台市公安局关于认领资金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