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李年乐
■2010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
■

热线电话：（

010

）

67550705

7

版

法官说法

■

电子信箱：

fgsf@rmfyb.cn

EEEEEEE

EEEE

OOOOOOO

OOOO

PPPPPPP

PPPP

LLLLLLL

LLLL

EEEEEEE

EEEE

'''''''

''''

SSSSSSS

SSSS

CCCCCCC

CCCC

OOOOOOO

OOOO

UUUUUUU

UUUU

RRRRRRR

RRRR

TTTTTTT

TTTT

DDDDDDD

DDDD

AAAAAAA

AAAA

IIIIIII

IIII

LLLLLLL

LLLL

YYYYYYY

YYYY

PPPPPPP
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非法出售未上市公司股权行为之定性

今 日 聚 焦

◇

王琪轩

一 案 一 议

手机短信可否

作为本案直接证据

◇

侯丹陈静

被告人王可系陕西明道启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道启圣公
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董欣系陕西西
安金园汽车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园汽车公司） 法定代表
人。

2005

年
3

月，时任陕西西部汽车工
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
欣，通过制作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
决议及股东身份证明等虚假文件资
料，将公司资本虚增至

4000

万元，同年
12

月，将该公司变更为金园汽车公司。

后王可和董欣分别以明道启圣公司和
金园汽车公司名义签订财务顾问协

议， 约定由明道启圣公司负责金园汽车
公司的部分股东股权转让工作和金园汽
车公司海外上市工作。 随后，王可在董欣
的协助下，指使明道启圣公司员工联系非
法中介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转让金园
汽车公司股权的业务，并以制作金园公司
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通过网络、报纸和
中介机构，对金园汽车公司的业绩和即将
赴海外上市的信息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诱
骗广大群众购买金园汽车公司的股权。

从
2006

年
3

月起，王可、董欣通过上述

欺骗手段共骗取
2700

余人次的资金
共计

7700

余万元，其中
4600

余万元被
王可用于支付中介费用，

144

万余元
被王可用于明道启圣公司开支，

1019

万余元被转至董欣控制的账户，董欣
将其中

500

余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其
余款项由王可控制。另王可还虚报注
册资本

4800

万元，成立了陕西盛世能
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对王可、 董欣以集资诈骗罪向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8

年
6

月，

对王可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补充公诉。

【各方观点】

【案情回放】

公诉方指控： 被告人王可、 董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发行股票的名
义欺骗公众， 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另王可
的行为又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辩护方认为： 被告人王可、 董欣
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没有挥霍股权
转让款的行为， 其行为构成擅自发行
股票罪； 本案系单位犯罪。 另对王可
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不持异议。

法院判决： 被告人王可、 董欣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金园汽车公司
主要股份系虚假出资的真相， 虚构金
园汽车公司业绩良好和将赴海外上市
的事实， 以购买金园汽车公司股权将
获得巨大回报为诱饵， 进行非法集
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集
资诈骗罪。

理由： 一、 王可、 董欣未经国家
证券监管部门批准， 向社会公众进行
虚假宣传， 夸大金园汽车公司业绩，

虚假许诺金园汽车公司即将赴海外上
市， 诱骗公众购买金园汽车公司股
权， 将其中大部分集资款支付给非法
中介机构，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其余
集资款分别由二人予以占有， 其非法
占有目的明确。 二、 王可、 董欣利用
明道启圣公司和金园汽车公司进行集
资诈骗犯罪， 犯罪所得主要由其个人
控制和支配， 应属个人犯罪而非单位
犯罪。 王可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

取得公司登记， 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
大， 其行为又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应数罪并罚。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以被告人王可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无
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虚报注册资本
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五
十万元，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以被告人董欣犯集资诈骗罪， 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四十万
元。 宣判后， 王可不服， 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官点评】

析 疑 断 案

◇

吴园妹 法律文书范本独创性的认定

[

案情
]

原告系《公司常用法律文书范
本》 一书作者， 该书收录了公司在成
立、 运作、 上市、 解散等各个过程涉
及的各类法律文书。 被告系一家电子
数据库的举办者， 提供网上数据库和
光盘数据库两类产品。 原告诉称， 原
告对《公司常用法律文书范本》 一书
中具体的法律文书范本享有著作权，

被告未经许可在其数据库产品中使用
原告的文书范本， 侵犯了原告的著作
权。 被告辩称， 文书范本来源于公有
领域， 是一种通用的文书格式， 被告
的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被告还提供了
大量网页打印件， 以证明涉案的文书
范本来源于互联网络， 但这些打印件

中文书范本形成时间不明确。

[

分歧
]

本案争议焦点十分明确， 即原告对
文书范本是否享有著作权。 一种观点认
为： 文书范本存在多种表达形式， 作者
在文书范本的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
的劳动， 应当享有著作权。 另一种观点
是： 文书范本独创性非常低， 范本或模
板在公开发行物上比比皆是， 不应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

[

评析
]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独创性是著
作权法中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根本之
所在， 也是一件作品之所以受到法律保
护的实质性要件。 但对于独创性的标

准， 法律却并无明文规定， 理论界和司
法界对此也无统一认识。 独创性标准实
际上成为了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

本案中， 笔者认为法律文书范本具
有独创性， 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 法律文书范本存在多种表达方
式。 保护“表达” 不保护“思想” 是著
作权法最基本的一项原则。 在相同思想
下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 著作权法均予
以保护。 如 “公司设立协议” 是公司
设立过程中由发起人订立的、 关于公司
设立中发起人权利义务关系和公司设立
相关事项的协议。 同一公司同一设立协
议， 不同的人可以写出不同的版本， 这
些版本都可以成为公司设立协议的范
本。 优秀的范本对于公司的设立具有很

强的借鉴性， 很难说公司设立协议属于
公有领域， 著作权法难以保护。

二、 被告在证据规则中处于劣势。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 的一般证据规
则， 被告主张原告法律文书范本来源于
公有领域， 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但在
本案中， 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表明： 虽然
互联网相关页面上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
似的法律文书范本， 但是形成时间不明
确， 难以说明在原告作品出版之前即已
存在涉案的文书范本， 也难以说明原告
仅作了汇编整理工作。 因此， 被告的这
一主张， 难以采信， 不足以推翻原告辩
称“法律文书范本具有独创性” 的主张。

三、 采纳较低的独创性标准符合
“个案正义” 和“社会正义”。 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 文化作品日益多元化， 除

了文学作品等独创性极强的作品外，

还出现了大量实用性和功能性很强的
文字作品， 这些作品的独创性很难简
单地以“有” 或“无” 予以评价。 本
案中， 公司常用法律文书范本即是一
种实用性很强的作品， 就公司处理日
常法律事务而言， 它对于提高工作质
量和效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司
法不予保护， 对于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是较大的打击。 且在我国现阶段， 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比较低， 互联网
转载比较混乱， 如若对作品科以太高
的独创性标准， 则恐太多的网络转载
者将有恃无恐， 网络侵权性的转载难
以休矣。

虽然独创性属于自由裁量的问
题， 但并不意味着司法的臆断， 法官
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形和日常经验，

从案件材料出发， 综合考虑各类影响
因素， 在不确定的独创性标准中最大
限度找到裁判案件的确定因素。

（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

非法出售未上市公司股权牟取暴利
是近年来一种比较常见的证券犯罪形
式。 其主要行为方式就是先对未上市的
股份公司进行包装， 再以该公司出售拟
海外上市的原始股为名， 虚构或夸大公
司业绩，向公众高价转让股权。这类案件
中，往往涉及众多的受害人，资金损失也十
分巨大，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且易引发群
体性事件，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对其准确定
性并加以打击和预防。 从刑法角度看，此
类行为主要涉及擅自发行股票罪和集资
诈骗罪两个罪名。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七
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发行股票罪是指未经
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
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
百九十二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
额较大的行为。 由于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不同，相应刑罚也有很大区别。 因此，正确
区分两罪界限，对于准确有效打击此类犯
罪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的焦点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擅
自发行股票罪还是集资诈骗罪。 上述两
罪均属于未经有权部门批准， 向社会公
众募集资金的非法集资行为， 但其主要
区别是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和具
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 如何判断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
12

月
24

日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专门针对集
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 作出解释

,

即
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
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
的手段。 对于传统的以高息为诱饵的借
贷型非法集资形式， 此规定具有较强适
用性。 然而， 近年来出现的非法公开出
售未上市公司股权的行为， 以转让公司
股权为名， 多是对公司业绩进行虚假陈
述或是对公司即将上市进行虚假承诺，

加之出售股权是通过支付相应“对价”

的“交易形式” 进行的， 无须向受害人
虚构集资用途， 故从集资款的用途来判
断是否使用诈骗方法存在障碍， 这一解
释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

依照刑法原理， 判断诈骗类犯罪是
否使用诈骗方法的原则就是看是否有虚
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 但并非所有
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都属于诈骗
方法， 应当结合案情具体分析， 区别对
待， 综合判定。 如在非法公开出售未上
市公司股权中， 为了诱使他人购买股
权， 仅仅对公司业绩进行了虚假陈述，

使他人相信购买公司股权会获得较好回
报， 进而募集了大量资金， 尔后将募集
资金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 即使最终由
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回报没有实现，

甚至公司破产导致购买的股权丧失经济
价值的， 也不能就此认定虚假陈述是一

种诈骗行为， 进而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对于非法公开出售未上市公司股权
的行为， 受害人通过支付相应对价获得
了公司股权。 公司股权体现了一种投资
关系， 具有高风险性， 但投资的高风险
性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对募集资金进
行随意处置， 以至于他人购买的股权利
益没有任何保障。 依照公司法原理， 股
权利益的实现是与公司业绩密不可分
的， 因此， 对于公开出售非上市公司股
权行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的判断， 除了
看其是否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
为， 应主要侧重于公司实力和集资款的
去向两个方面来考量股权利益是否有保
障的可能性。

结合到本案， 金园汽车公司的主要
股份系虚假出资， 被告人对公司业绩进
行虚假宣传， 编造公司将赴海外上市的
事实， 导致受害人购买的金园汽车公司
股权没有利益保障的基础。 根据中国证
监会（

1999

）

83

号文件， 即《中国证
监会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
通知》 的规定， 国内企业申请海外上
市， 必须净资产不少于

4

亿元人民币，

过去一年的税后利润不少于
6000

万人
民币， 并有增长潜力， 按合理预期市盈
率计算， 筹资额不少于

5000

万美元，

而金园汽车公司
2004

年、

2005

年的税
后利润仅仅是

100

万元左右， 离上述条
件相距甚远， 根本不具备申请境外上市

的条件。 另外， 根据国务院国发
（

1993

）

69

号文件， 即《国务院关于暂
停收购境外企业和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
管理的通知》， 国家禁止境内机构和企
业通过购买境外上市公司控股股权的方
式， 进行买壳上市， 国务院国发
（

1997

）

21

号文件， 即《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
通知》 又对此规定进行了重申。 可见，

金园汽车公司也不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实
现海外上市。 因此， 被告人指使他人对
外宣传的金园汽车公司业绩良好和将赴
海外上市是虚假的， 使购买股权人根本
无法得到所谓的“高回报”， 其期望的
股权利益并不能实现， 据此， 可以认定
其使用了诈骗方法。

二、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系主观方面， 在金融

诈骗犯罪侦查、 起诉、 审判中， 嫌疑
人、 被告人对此一般都不予供认。 司法
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般都
是通过被告人的客观行为进行推断， 而
对于没有明显挥霍和携款潜逃的情况就
比较难认定。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
会纪要》， 主要侧重于资金不能归还的
几种情形来判断和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
非法占有目的。 然而， 购买股权是一种
投资行为， 具有周期性和高风险性的特
点， 因此， 不能简单以是集资款不能归
还的结果来判断公开转让非上市股份公
司股权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以
集资款的去向和购买的股权利益是否有
保障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看行为人
将集资款， 是否用于可以保障股权利益
的公司经营发展中。 本案中， 被告人将
集资款或是随意支配给非法中介机构，

导致大量集资款无法追回， 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 或是予以隐匿、 控制， 用于个
人投资， 由个人非法占有， 其主观上未
打算， 客观实际上也没有将集资款用于
企业的经营发展， 加之购买的股权本身
就是金园汽车公司虚假增资的虚假股
权， 造成股权购买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保
障， 显然， 两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

综上所述， 本案中， 两被告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金园汽车公司主要
股份系虚假出资的真相， 使用诈骗方法
进行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
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作者单位：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某于
2007

年
11

月向于某借款
人民币

10

万元，约定于
2008

年
11

月
还付，借款时未出具借据。 借款到期
后，王某分文未还，于某遂将王某告
上法庭， 王某当庭否认借款一事，后
又称借款已归还。 原告仅提供

2008

年至
2009

年经公证的双方往来手机
短信，以证明被告借款及催款事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于某与
被告王某之间互发手机短信过程
中， 于某已明确表示被告王某拖欠
其人民币

10

万元，并要求其出具欠
据或归还欠款。 被告王某未否认欠
款事实的存在，并表示一定还款。此
意思表示是对欠款事实的客观存在
以及欠款金额的认可。 故判决被告
王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
付原告于某欠款

10

万元。 一审宣判
后，王某未上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手机短信可否作
为直接证据使用。笔者认为，本案中，手机
短信可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首先，本案中，手机短信能够作
为证据使用，关键是要看该短信是否
具有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关联
性。手机短信是一种表述社会实践主
体思想内容的载体，在与待证案件事
实存在客观联系的情况下，此短信便
具有关联性，当短信的取得符合法律
规定的程序时， 则短信具有合法性，

并因此成为法庭证据。

2005

年
4

月
1

日
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第七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
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
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
拒绝作为证据使用。 ”同时，鉴于手机
短信的特性，笔者认为，手机短信成
为证据还要符合以下条件：一、能够
明确知悉或查明相应手机的真实使
用人或信息接发主体。 否则，无法确
定短信息的客观性及其与待证事实
的关联性。 二、短信息内容必须是与
传递信息主体相关的事实行为或法
律行为的思想内容的表述。 三、短信
的内容必须是能够固定并为他人知
悉。本案手机短信无论是从其所载内
容， 还是短信的提取都符合以上特
征，能够作为此案证据使用。

其次，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是刑
事诉讼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证据分类
理论，以证据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客
观联系和证明方式为划分标准，在实
践中逐渐向民事诉讼领域渗透。凡是
单独一个证据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能
够直接指出案件的主要事实的，就是
直接证据；而必须同其他证据联系起
来，并进行逻辑推理才能说明案件的
主要事实的证据，就是间接证据。 本
案中，短信内容显示，被告借款到期
后，原告曾多次催收，而且要求对方
补具借据手续，被告对借款

10

万元并
没有异议，只是不同意出具欠条和以
各种理由拖延还款。 法庭中，被告开
始不承认借款一事，后看到对方提交
的手机短信证据后又说借款已归还，

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 笔者认为，

这些短信所包含的信息和内容足以
说明被告欠款事实，符合直接证据的
特征。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
区人民法院）

北京艺海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宫庭海：本院
受理的北京华夏弘扬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申请追
加宫庭海为（

2008

）朝执字第
5263

号案的被执行人一
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

）朝执异
字第

23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及副
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肖颖：本院受理的曾令世申请执行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

2009

）南法执恢字第
56-1

号裁定书， 裁定对你所有的粤
F51501

号小型普通客
气予以拍卖、变卖以清偿债务。 该裁定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广东
]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徐宗英、 唐拢邦： 本院受理徐祥芬申请执行

2010

年黔赫法执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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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州
]

赫章县人民法院
梁大军：本院受理卢峰申请执行梁大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里法执字
第

145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60

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给付卢峰人民币

374900

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王淑秋：本院受理王耀辉申请执行你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因你未能履行生效的（

2007

）南民一初字第
3333

号民事判决书的义务， 本院在执行中依法变更

第三人王耀航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作出（

2009

）

南民执字第
1155-1

号执行裁定书，现向你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赵亚东：本院受理原告于广洁、姜永才分别诉你

及富裕县宏发车队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依据原告申请，委托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司法鉴
定中心对原告于广洁、姜永才进行人身伤残司法医学
鉴定，现公告送达哈市一医司鉴字（

2010

）第
56

号、

57

号司法鉴定结论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鉴定结论，逾期则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陈自智：本院在执行高玉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执行一案中，依法向你送达大庆和平资产评估事务所
作出的庆和平评鉴字

[2009]

第
037

号司法资产评估报
告书， 坐落于大庆市大同区百合园区

15

号楼二层
2

门商服楼，房屋面积
66.7

平方米，百合园区
15

号楼二
层

3

门商服楼，房屋面积
47

平方米，百合园区
15

号
楼二层

4

门商服楼，房屋面积
47

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401750

元，如对该评估报告书结论有异议，请于公告
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提交复议申请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提出异议
又不履行偿还义务，本院将对该房屋进行拍卖。

[

黑龙江
]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王风祥：本院受理张春田申请执行王风祥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济
龙执字第

258

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孙广福：本院受理王文荣与你商品房买卖纠纷一

案，本院（

2007

）西民商初字第
577

号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财
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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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
]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孙广福： 本院受理赵玉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

2008

）西民商初字第
279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
书、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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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
]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海林市石河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海林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林信用社申请执行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8

）海法执字第
381-3

执行裁定书、（

2008

）海法执字第
381-4

号采取
拍卖措施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海林市人民法院
杨爱娟、乔桂芬、赵恩普、赵明、赵凰羽：本院受理

赵红申请执行（

2009

）向少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向法执字第
77

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赵红玲： 本院受理的嫩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

执行赵红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0

）嫩法执字第
80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十日内自动履
行法律义务，逾期法院将依法评估、拍卖抵押的财产。

[

黑龙江
]

嫩江县人民法院

支培林：本院受理胡志水申请执行你债务纠纷一案，

已对你所有的坐落于嫩江县霍龙门乡富山村
64.93

平方
米房屋进行评估鉴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嫩价鉴字第
005

号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价值
4330

元。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应当在收
到鉴定结论后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嫩江县人民法院
周玉国：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野、肖景全、陈瑞

喜与被执行人鹤岗市兴星煤矿和你（

2006

）兴安峻执字第
120

号、（

2007

）兴安执字第
49

号、第
68

号执行案件，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6

）兴安峻执字第
120-1

号执
行裁定书、（

2007

） 兴安执字第
49-1

号执行裁定书和
（

2007

）兴安执字第
68-1

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
达。 你应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上述民事
裁定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
刘皖鹤：本院受理原告王枝梅申请执行（

2009

）宝民
初字第

659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

1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
刘皖鹤：本院受理原告徐海波申请执行（

2009

）宝民
初字第

66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

1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
侯明涛：本院受理于卫星申请执行（

2009

）北民一初
字第

44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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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张静敏、申泽民：本院受理靳风英申请执行（

2009

）北民
一初字第

380

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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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长天物业发展（武汉）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武汉信达

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长天物业发展
（武汉）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申请人已向本院申
请执行，因无法找到你公司现在的住所地。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有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执行通知书， 要求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刻按照（

2008

）

武区中民初字第
10

号判决书中所确定义务，向申请执行人
武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偿还借款本息

2431600

元，并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执行费
26716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罗积存、陆巧平：本院受理周勇健申请执行你二人未

履行（

2009

）珠民一初字第
6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5

日内，你
二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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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汪正：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邬德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的（

2009

）巴州民一初字第
73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对诉讼中已查
封的财产（住房一套）进行评估拍卖。 限你在公告期届满后
五日内到本院与申请人协商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否则，将视
为你放弃本项权利， 本院将依法抽号或随机选定评估拍卖
机构。

[

四川
]

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0

年
4

月
1

日（总第
458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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