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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八）》， 确保管制和缓刑的执行
效果， 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 现就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适用禁止令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
犯罪分子， 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 认
为从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 有效维护
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 确有必要禁止其
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
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 场所， 接触
特定人的， 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八条第
二款、 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同时

宣告禁止令。

第二条人民法院宣告禁止令， 应
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 犯罪性
质、 犯罪手段、 犯罪后的悔罪表现、 个
人一贯表现等情况， 充分考虑与犯罪分
子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 有针对性地决
定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
限内“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

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的一项或者几项
内容。

第三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
况， 禁止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限内从

事以下一项或者几项活动：

（一）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
立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在设立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
的，禁止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二） 实施证券犯罪、 贷款犯罪、 票
据犯罪、 信用卡犯罪等金融犯罪的， 禁止
从事证券交易、 申领贷款、 使用票据或者
申领、 使用信用卡等金融活动；

（三） 利用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实
施犯罪的， 禁止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四） 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未履行完
毕， 违法所得未追缴、 退赔到位， 或者罚

金尚未足额缴纳的， 禁止从事高消费活
动；

（五） 其他确有必要禁止从事的活
动。

第四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
况， 禁止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限内进入以
下一类或者几类区域、 场所：

（一） 禁止进入夜总会、 酒吧、 迪
厅、 网吧等娱乐场所；

（二）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禁止进入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场所；

（三） 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区、 幼儿园
园区及周边地区， 确因本人就学、 居住等
原因， 经执行机关批准的除外；

（四） 其他确有必要禁止进入的区
域、 场所。

第五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
况， 禁止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限内接触以
下一类或者几类人员：

（一） 未经对方同意， 禁止接触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

（二） 未经对方同意， 禁止接触证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

（三） 未经对方同意， 禁止接触控告
人、 批评人、 举报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
亲属；

（四） 禁止接触同案犯；

（五） 禁止接触其他可能遭受其侵
害、 滋扰的人或者可能诱发其再次危害社
会的人。

第六条禁止令的期限， 既可以与管
制执行、 缓刑考验的期限相同， 也可以短
于管制执行、 缓刑考验的期限， 但判处管
制的， 禁止令的期限不得少于三个月， 宣
告缓刑的， 禁止令的期限不得少于二个
月。

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判决执行以前
先行羁押以致管制执行的期限少于三个月
的， 禁止令的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最短期
限的限制。

禁止令的执行期限， 从管制、 缓刑执
行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

对可能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可以
提出宣告禁止令的建议。 当事人、 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可以就应否对被告人宣告
禁止令提出意见， 并说明理由。

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 可以根
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情况， 就应否宣
告禁止令及宣告何种禁止令， 向人民检察
院提出意见。

第八条人民法院对判处管制、 宣告
缓刑的被告人宣告禁止令的， 应当在裁判
文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

第九条禁止令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
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第十条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机构
执行禁止令的活动实行监督。 发现有违反
法律规定的情况， 应当通知社区矫正机构
纠正。

第十一条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违反
禁止令， 或者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违反
禁止令尚不属情节严重的， 由负责执行禁
止令的社区矫正机构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六十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违
反禁止令， 情节严重的， 应当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刑罚。 原作出缓刑裁判的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当地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的撤
销缓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
定。 人民法院撤销缓刑的裁定一经作出，

立即生效。

违反禁止令，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 三次以上违反禁止令的；

（二） 因违反禁止令被治安管理处罚
后， 再次违反禁止令的；

（三） 违反禁止令， 发生较为严重危
害后果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十三条被宣告禁止令的犯罪分子
被依法减刑时， 禁止令的期限可以相应缩
短， 由人民法院在减刑裁定中确定新的禁
止令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八）》） 新增了有关对判处管制、 宣告
缓刑的犯罪分子，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
罪情况， 同时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

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
特定区域、 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的规
定。 为确保禁止令这项新制度得到正确
适用和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规定》）， 自
5

月
1

日起施
行。 为帮助广大办案人员和社会公众进
一步正确理解《规定》 的精神和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问：出台《规定》的背景与目的是什
么？

答： 为加强对管制犯、 缓刑犯的监
管，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同时有效保
护被害人、证人等人员的安全，维护正常
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有
关对管制犯、 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的
规定。但立法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为确
保禁止令制度的正确适用， 功能的充分
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经深入研究，广泛征求意
见，联合出台了《规定》，对在理解和适用
禁止令制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有
关问题作了较为全面、明确的规定。

禁止令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个
重要创新。依法正确适用禁止令，切实保
障和强化管制、缓刑的适用效果，对于进
一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进一
步充分发挥非监禁性刑罚在避免交叉感
染、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的积极、重要、

独特功能， 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
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
政机关要从全面实施国家法律、 切实维
护法制权威、有效惩治预防犯罪、确保社
会稳定和谐的高度，认真做好《规定》的
学习宣传工作， 确保广大办案人员都能

够充分认识《规定》出台的重要意义，深
刻把握《规定》相关内容的精神实质，确
保禁止令制度得到正确适用。

问：《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规定》共十三个条文，主要规定
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宣告
禁止令的条件和确定禁止令具体内容的
原则方法。 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判处
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宣告禁止令、

具体宣告何种禁止令。 二是禁止令的具
体内容，即明确了禁止“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的常见具体情形。三是禁止令的期限、裁
量建议、裁判文书、执行机关、执行监督、

违反禁止令的法律后果、 变更程序等相
关问题。

问：理解和执行《规定》，需要着重注
意把握哪些问题？

答：理解和执行《规定》，需要着重注
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准确把握禁止令的性质。 禁止
令不是一种新的刑罚，而是对管制犯、缓
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的革新。

2011

年
4

月
30

日以前犯罪，被判处管制或者宣
告缓刑，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认为确
有必要的， 可以依据修正后刑法宣告禁
止令。

二是依法积极、 稳妥地适用非监禁
刑及相关的禁止令制度。一方面，随着禁
止令制度的创设， 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
步深入、规范开展，过去对管制犯、缓刑
犯在实际执行中所存在监管乏力乃至缺
位问题必将得到有效解决。 要适应法律
变革和形势变化， 依法加大非监禁刑的

适用力度，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的重要功能。

对符合判处管制、适用缓刑条件，但过去因
监管原因“不敢”判处、适用的，要依法判
处、适用；根据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

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另一方面，考虑到禁
止令是一项新制度， 尚缺乏充分的实践经
验。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要依据修正后
刑法和《规定》的相关规定，稳妥、审慎地决
定是否宣告禁止令以及禁止令的具体内容
和期限， 不能因为禁止令而影响犯罪分子
的正常生活以及各项法定权利的行使，影
响罪犯的改造和转化。

三是准确适用《规定》的弹性条款。 考
虑到禁止令系新设制度， 为了更好适应具
体案件的复杂情况，《规定》 对有关问题的
规定还相对比较原则， 并设置一些兜底条
款。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结合《规定》第一
条、 第二条对禁止令宣告条件及确定禁止
令具体内容原则方法的规定， 准确适用相
关规定。 例如，《规定》第三条第（三）项规
定：“利用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犯罪
的，禁止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如被告人因
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适用
缓刑的，根据犯罪情况，可同时作出禁止被
告人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规
定》第五条第（五）项规定“禁止接触其他可
能遭受其侵害、 滋扰的人或者可能诱发其
再次危害社会的人”，如被告人因非法持有
少量毒品被判处管制的，根据犯罪情况，可
同时作出禁止被告人接触吸毒人群或者有
毒品犯罪前科的人员的决定，等等。

问：如何准确把握禁止令的适用条件？

答：根据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
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

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可
以同时作出禁止令， 而不是一律必须宣告
禁止令。为防止禁止令的不当适用，《规定》

第一条对禁止令的宣告条件作了进一步明
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认为从促进
犯罪分子教育矫正、 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
需要出发， 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
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
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人的”，可以依法宣
告禁止令。

适用中应注意，从立法精神看，禁止令
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对犯罪分子的有效监
管， 促进其教育矫正， 防止其再次危害社
会。 因此，在斟酌是否宣告禁止令时，要根
据对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和个人情况的综
合分析， 准确判断其有无再次危害社会的
人身危险性，进而作出决定，而不能片面依
据其所犯罪行客观危害的大小决定是否适
用禁止令。

问：如何确定禁止令的具体内容？

答：《规定》 第二条对确定禁止令具体
内容的原则作了规定，第三、四、五条对禁
止“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
所”、“接触特定的人”的具体理解作了进一
步明确。 适用中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禁止令应当具有针对性。 应当根
据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
段、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一贯表现等情
况， 充分考虑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关联
程度， 有针对性地决定禁止其在管制执行
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
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的一项
或者几项内容。例如，犯罪分子是因长期在
网吧上网， 形成网瘾， 进而走上犯罪道路

的，可作出禁止其进入网吧的决定；如果犯
罪分子是因为在夜总会、 酒吧沾染恶习实
施犯罪的，则可作出禁止其进入夜总会、酒
吧的决定； 犯罪分子在犯罪前后有滋扰证
人行为的，可作出禁止其接触证人的决定；

犯罪分子是在酒后犯罪，且有酗酒习性的，

可作出禁止其饮酒的决定，等等。

二是禁止令应当具有可行性。 禁止令
的内容必须具有可行性， 不能根本无从执
行， 也不能妨害犯罪分子的正常生活。 例
如，不能作出“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等决定。

三是对于有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禁止
的内容， 不能再通过禁止令的形式予以禁
止。 例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任何人均不
得吸食毒品，因此，不能作出“禁止吸食毒
品”的禁止令；又如，相关法律已经规定，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因此，对因犯相关罪行被判处管
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也不能作出“禁
止驾驶机动车”的禁止令。

问： 如何把握适用禁止令的裁判文书
格式？

答：考虑到禁止令在性质上属于管制、

缓刑的执行监管措施，《规定》 第八条明确
规定，宣告禁止令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主文
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对此，要注意
把握如下几点：一是宣告禁止令的，不能在
裁判文书之外另行制作禁止令文书， 而是
应当作为裁判文书主文部分的单独一项内
容，具体表述应采取以下方式：

“一、被告人
×××

犯
××

罪，判处……（写
明主刑、附加刑）。（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

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
刑期一日，即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

“二、禁止被告人
×××

在
×

个月内……

（写明禁止从事的活动，进入的区域、场所，

接触的人）（禁止令期限从判决生效之日起
计算）。 ”

二是宣告禁止令的， 裁判文书应当援
引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并说明理由。

问： 在适用禁止令的过程中， 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如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以确保《规定》的相关内容落到实处，确
保禁止令的正确适用，确保管制、缓刑等非
监禁刑的执行效果。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
止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
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应当
将裁判文书及时送达社区矫正机构， 并抄
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 对可能判
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可以同时提出
适用禁止令的建议。同时，对社区矫正机构
执行禁止令的活动实行监督。 发现有违反
法律规定的情况， 应当通知社区矫正机构
纠正。

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 可以根
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情况， 就应否宣
告禁止令及宣告何种禁止令， 向人民检察
院提出意见。对违反禁止令的管制犯，或者
违反禁止令但情节不严重的缓刑犯， 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六十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的社区矫正机
构负责禁止令的执行， 对被宣告禁止令的
犯罪分子依法监督管理。对违反禁止令，情
节严重的缓刑犯，应当依法提请撤销缓刑，

执行原判刑罚。 原作出缓刑裁判的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当地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的撤
销缓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
定。人民法院撤销缓刑的裁定一经作出，立
即生效。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局）、 司法厅（局）， 解放军军事法院、 军事检察
院、 总政治部保卫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司法局：

现将《关于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 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法发〔

2011

〕

9

号

正确适用禁止令相关规定 确保非监禁刑执行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对判

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印发《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福洪申请宣告葛东明死亡一案， 经查：

葛东明，男，

1960

年
2

月
13

日出生，原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宣
武区天桥派出所北粉店

13

号井儿胡同
6

号（现户口已注销）。

1976

年
12

月
6

日， 葛东明单独外出走失， 当年因走失注销户
口，至今未归。 现本院依法规定，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

望葛东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在公告期内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斌申请宣告李良孝死亡一案， 经查： 李良孝，

男，汉族，

1969

年
10

月
5

日出生，甘肃省文县天池乡屯寨村人。

于
1992

年外出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李良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甘肃
]

文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蒲姗、张家生、王彩琼申请宣告张雪华失踪一案，

经查：（张雪华，女，生于
1975

年
12

月
8

日，汉族，四川省苍溪
县人，住苍溪县亭子乡海螺村四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张雪华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张雪华失踪。

[

四川
]

苍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东申、张俊芳申请宣告李鹏涛死亡一案，经查：

李鹏涛，男，

1992

年
6

月
6

日生，汉族，系申请人养子，于
2004

年
9

月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河南
]

许昌县人民法院

黄兴江：本院受理史月芹申请执行黄兴江（

2009

）海民初字
第

13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海执
字第

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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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林林区基层法院
王瑞、李守琴：本院受理冯宝根申请执行你二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蔚执字第
50

号执行通
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评估、拍卖李守琴名下位于蔚县蔚州镇财神庙巷的房
屋一套。

[

河北
]

蔚县人民法院
王晓丽、鞠晓利：本院执行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郑花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

2011

）金执字第
1045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返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支行借款

28

万元及相应利
息、诉讼费、执行费。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任彩霞、李海涛、孟国元：本院执行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金执字第
102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返还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借款

39919.72

元及相应
利息、诉讼费、执行费。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武汉天鑫饮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肖生云：我院受理武汉

益宏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辛建国等多名申请执行人与被执
行人武汉天鑫饮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肖生云债务纠纷案件。

因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要求对武汉天鑫饮食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名下的酒店财产进行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通知到本院
领取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到本院领取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逾期未领则视为送达。 由此
而引起法律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拍卖机构确定后，各次拍
卖会的现场、时间、地点详见《长江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王佐池：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唐转运与你担保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的次日起

3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偿还申请执行人
唐转运

54750

元，承担诉讼费用
1229

元、执行费用
721

元、公

告费用
300

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

湖北
]

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许丹萍： 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作
出的

(2009)

湾民一初字第
7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该判决确认坐落在湾里区邓垄路
9

号五楼
503

室的房产由夏
竹松、许阳凯全部所有，夏竹松、许阳凯应支付给你的房产折价

18915.5

元由夏竹松保管。 夏竹松、许阳凯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将上述房产过户至其名下。 本院据此
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作出
(2010)

湾执字第
35-1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将坐落于湾里区邓垄路
9

号五楼
503

室的房产过户至夏
竹松、许阳凯名下，特此公告。

[

江西
]

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彭天宝： 本院受理王长全申请执行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委托相关部门对
你所有的吉

AT5058

号骄车（登记车主范国林）进行评估拍卖。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参加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及
参加评估拍卖相关事宜，以及领取评估报告初稿，如有异议可在
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并依法进行拍卖程
序，在拍卖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的幅度降价。具
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刊。

[

吉林
]

农安县人民法院
关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戴铁梅与被执行人关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外人陈利民、李振佳、石玉提出执行异议，

本院将依法召开听证会予以处理。 因被执行人关杰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方
公告送达（

2009

）沈铁西执字第
1034

号传票，限你方于公告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到我院执行局
A409

室参加听证（遇节假
日顺延）。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处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辽宁
]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威海华元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烟台友谊制线有限公
司与你单位加工纱线欠款纠纷一案，对依法扣押你单位机器设备
一宗委托山东誉华恒信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

,

现已作出誉华恒信
评鉴字

[2011]

第
01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总评估值为
200704.00

元，现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和
履行义务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和
3

日内。 逾期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财产公开拍卖。

[

山东
]

海阳市人民法院
吴江市宝龙纺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昌邑大有

印染织造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

2008

）昌商初字第
1429

号民事
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昌法执字第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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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次日起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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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昌邑市人民法院
邱希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昌邑市石埠帆布厂申请执行

（

2007

）昌民一初字第
36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昌执字第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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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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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昌邑市人民法院
刘仁：本院执行的傅美华与刘仁、刘娅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泰执字第
36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两日内履行（

2010

）泰民一初字第
17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同时向你送达（

2011

）泰执字第
36-1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你在
泰安市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购房款

264714.85

元）。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枭：本院受理肥城市泰山涂塑帆布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肥执
字第

872

号执行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东
]

肥城市人民法院
刘义：本院受理李凯申请执行你

(2010)

邹魏民初字第
101

号民事判决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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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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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邹平县人民法院
谭彬：本院依法受理了刘峰申请执行（

2010

）德中商终字第
23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德夏津价鉴字
（

2011

）

8

号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价格鉴定（认证）结
论书有异议，可在

15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否则视为对结论书认
可，并依法进行拍卖程序。

[

山东
]

夏津县人民法院
大同市泰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市银波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
滨河支行与你二被执行人金钱给付纠纷一案， 现进入执行程
序，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届满之日起，

7

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
法院执行庭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

山西
]

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王泓炜：本院受理的范海平申请执行（

2010

）矿民
初字第

330

号民事调解书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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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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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受理了申请人连云港康盛医药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被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GA/01 07820283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29

日，出票人为南昌市创业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南昌市青山湖区国炼玻璃厂，持票人

(

申请人
)

为连云港
康盛医药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南昌银行科技支行，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作出
(2011)

东民催字第
8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连云港康盛医药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江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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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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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总第
495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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