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秀芹、李萌、范县雅丽沙发有限公司、范县百姓量
贩金水店有限公司、范县百姓量贩有限公司、范县
新跨世纪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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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永飞、王倩：

本院受理原告管华林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上诉人管华林就（2015）华法民初字第7922号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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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建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
分行诉你及韩军、韩翠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02 民初 1179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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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志杰：

本院受理原告张跃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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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922民初 10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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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修峰：

本院受理原告姜秀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台民初字第
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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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光发、崔文省：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台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台民金初字第0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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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瑞兵：

本院受理原告台前县祥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台民初字第 0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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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佃祥、孟喜英：
本院受理原告杨爱华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27 民初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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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明涛：

本院受理原告甄小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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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芹：

本院受理原告张运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505 民初
3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张运林要求与被
告离婚的诉讼请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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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昊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索凌电气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索凌电气有限公司请求判
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85400元及自逾期付款
之日至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 2016 年 9 月 28 日 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娄士军：

本院审理的原告赵晗、买艳丽、赵鹤等人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邮寄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则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鸿泰家具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孙春银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信浉民初字第
2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前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你
须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娜：

本院受理原告胡天所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通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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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灵山法庭开通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6 年 7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开
拍卖位于信阳市羊山新区金上海湾9号楼负一层自
行车库（第三次拍卖）。起拍价：72万元；保证金：20
万元。联系电话：0376-6360410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7月25

日10 时至2016年7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开拍卖位
于信阳市羊山新区金上海湾会所楼。起拍价：391万
元；保证金：50万元。联系电话：0376-6360410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建军、刘东芝、信阳金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金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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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安：

本院受理原告孙秋菊诉你及连桃婚姻家庭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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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永宏、张亚锋：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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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中华：

本院受理原告郭拴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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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点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曹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江奇：

本院受理原告汤正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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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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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点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曹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净：

本院受理原告许安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25 民初
8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许安超与你离婚；婚生
子许钲贺由原告抚养，抚养费自理。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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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国智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夏邑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所地地址
不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及（2016）豫 1426民初 2481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号审判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普瑞斯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洛阳赛力特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王军辉、武辉：

申请执行人张艳艳依据已生效的本院（2015）
洛民四初字第 6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洛阳普瑞
斯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洛阳赛力特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王军辉、武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3执192号执行通知书、申
报财产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宗安、徐代秀：

李明州依据本院（2014）老民初字第 1408 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2 执 274 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及变卖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公告期满次日（节假日顺延）到本院314室挑选
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天柱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李晓娥：

本院受理原告马素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洛
龙伊民初字第 7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5020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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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俊峰、河南龙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矿业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陈付现以及原审被告周俊峰、河
南龙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
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16年7月7日
电话：0371-86178087 邮箱：hnfzbggb@126.com

□杨国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投入的不断加
大，发生在惠民领域的职务犯罪日益突出，严
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国家

“三农”政策的落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职务
犯罪的发生，积极推动扶贫专项资金管理、监
督机制的健全完善，规范扶贫专项资金秩序，
保障国家扶贫资金使用安全，服务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要按照“六个
精准”基本方略的要求，以群众增收为中心，以
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廉政扶贫为保障，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目前，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仍然易发多发，
“蝇贪”、“蚁贪”、失职渎职问题情况依然严重，

侵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
形象。2014年以来，全国因建档立卡失职渎职
和优亲厚友等处理了7465人。其中扶贫专项
资金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利用惠农涉农项目
建设、资金的职务之便，套取和侵吞惠农专项
资金，具体表现为：一是隐瞒政策，暗箱操作。
故意隐瞒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投向，暗箱操
作，以发补助、奖金等名义私分公款。二是私
自截留，挪作他用。利用管理、分配、发放资金
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扶贫公款，或私存套取
利息，或借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或挪由本人、
亲友使用。三是弄虚作假，冒领侵吞。采取虚
造报表、伪造签字、欺骗审批等手段，虚列、虚
增开支，冒领公款。四是以权谋私，贪污受
贿。利用保管、审批、分配扶贫资金的权力，或

是利用协助政府从事扶贫专项工作的管理权，
贪污、挪用公款，或向有关项目单位索贿。

扶贫开发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最高检、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2月部署
开展了为期5年的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
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
作。检察机关要充分利用预防职务犯罪行业
预防、专项预防中司法检查的优势，集中整治
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一是要全面
梳理扶贫资金名称、政策依据、补贴标准，摸清
政策、扶贫资金分配情况、扶贫资金管理情况、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情况、扶贫项目支出情况、
扶贫到户资金发放情况，排查漏洞隐患，加大
对扶贫资金“最后一公里”的法律监督。二是
要把重点放在基层，加强对乡镇站所、农村基

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监督，重点审查扶贫政策
落实、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扶贫项目建设
等过程中的业务资料等，从中发现问题。三是
要通过实地走访、查验账目等方式，开展精细
化初查，上门询问、座谈了解、现场目测、勘探
测量等方式，将财务资料、业务资料、项目资料
与现场调查资料相互核对，核实疑点线索，销
号空白点和盲点，将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及
效益等情况查全、查清、查实。四要因地制宜，
通过审查财务资料，看扶贫资金的筹集、分配、
拨付、管理、使用等方面是否符合国家扶贫政
策、扶贫资金管理制度、财经制度，有针对性地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司法检查等行业预
防、专项预防，确保扶贫资金安全。

（作者单位：洛阳市人民检察院）

□李书强

行政审判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行政审判工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其重要性日益
凸现，行政审判正逐步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热
点。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如何做好行政
审判工作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行政审判的
认识。要统一自身的思想，进一步重视行政审
判工作，将行政审判摆上应有的重要位置，从
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全局，高度重视抓

好行政审判工作，从各个方面予以保障和支
持，从而进一步发挥行政审判在支持改革、保
障发展、维护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大
力宣传行政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增强公民的行政诉讼意识，使相对人在遭受行
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后懂得如何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二、强化沟通，实现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
动。监督行政行为是行政审判的主要职能，而
支持依法行政是行政审判的主要目的。二者
的有机统一也是建设法治睢阳的关键所在。
因此，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联

系，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要在良性互动
中，促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赢得行
政机关对行政审判的支持，也使行政审判人员
自身的业务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公正司法，坚持维护民利与支持行政
并重。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支持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的结合点在于
公正司法。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对
待双方，平等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同时，要
积极发挥居中协调的作用，在相对人正当利益
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使二者的矛盾纠纷得
以化解，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四、以人为本，提高行政审判队伍的整体

素质。队伍建设是司法机关永恒的课题，由于
行政审判工作的特殊性，行政审判队伍的建设
又显得尤为重要。要进一步配齐配强行政审
判力量，逐步改变目前人少案多的状况；要将
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法官放在行政审判岗
位，同时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保持行政审判工
作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要在行政审判工作中
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活
动，促进行政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作者单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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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四个方面做好行政审判工作

专项预防调查、司法检查在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