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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潜力股” 露水夫妻露水缘

被告人陈海峰在庭上给法官鞠躬，以表达内心的忏悔。 一鹤霜凌摄

在目前被查处的国家药监局贪腐官员中，陈海峰属级别最低、贿额较小
的之一，但他同时又是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之一，如果不出事，他在药监局的
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贪欲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庭审中，他曾提到昔日情人
王紫筠，将主要罪责归咎于王紫筠。 然而翻开其案卷认真分析后，给人的感觉
是：王紫筠纵有错，可真正将他推入罪恶深渊的黑手还是他自己的贪欲。

陈海峰案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贪官与情人在“以权谋私”案中几乎
是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黄金搭档”，大多
涉贪案件都是由情人走上前台扮演贪官
的“掮客”，满足贪欲。然而国家药监局药
品审评中心八室主任陈海峰与情人却演
绎了全新版本：当得知情人“借梯登楼”

获得比他多的利益后，他见利忘情，甩掉
情人赤膊上阵收受贿赂，最终锒铛入狱，

成为国家药监局第二波“地震”中的落马
贪官的代表人物。

陈海峰一审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后提起上诉。 在
法院审理过程中陈海峰提出撤诉。

2011

年
4

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许
陈海峰撤诉。

2003

年
6

月，正是“非典”肆虐之
时，

33

岁的陈海峰被国家药监局派往浙
江杭州支援当地“抗非”。 陈海峰是山东
菏泽人，他大学期间成绩优异，研究生毕
业后进入山东省药检所工作， 曾任该所
化学药品室副主任。

在药检行业， 陈海峰技术精湛、 工
作踏实， 多次获得上级表彰， 并得到国
家药监局领导的赏识， 于

2003

年初调
入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工作。 在杭州期
间， 陈海峰在一次应酬的宴会中认识了
一个名叫王紫筠的少妇。 王紫筠身材窈
窕， 面容姣好， 且能说会道， 被杭州一
家药企委以重任， 主要负责药品注册和
政府公关事务。

出于职业的敏感， 王紫筠敏锐地嗅
出陈海峰是只业绩优良的“潜力股”，对
她肯定有用。 于是， 她主动与陈海峰联

系，时不时发短消息问候，还主动约陈海
峰吃饭、唱卡拉

OK

。 在王紫筠凌厉的攻
势下， 已婚的陈海峰很快跌入王紫筠精
心编织的温柔陷阱， 两人相识不到一个
月，就越过道德的底线，成为一对“露水
夫妻”。

陈海峰结束杭州的工作回到北京
后， 王紫筠几乎每天一个电话与陈海峰
联系，她还经常飞到北京看望陈海峰，她
满含深情地对陈海峰说：“我们这样分居
两地不好，不如我到北京来发展，这样我
们就能经常在一起了。 我还能给你赚钱
呢。 ”

赚钱？ 怎么赚？ 陈海峰立马来了兴
趣，但王紫筠故意卖了个关子，并没有点
明，而是岔开了话题。

2004

年
3

月，正在上班的陈海峰接
到了王紫筠的一个电话，她告诉陈海峰，

她已经辞去了杭州的工作， 搬到北京来
了，现正着手办一家医药公司。王紫筠的
“突然袭击”陈海峰并不惊讶，但他还是
劝王紫筠说：“你一个女人创业谈何容易
啊，而且药品行业不好搞，我给你重新找
个工作吧。 ”

王紫筠并没有理陈海峰的茬， 没好
气地说：“像你这样的处级干部在北京一
拎一大堆， 再说你刚到北京， 凭你的关
系，能帮我找到啥好工作？ ”

陈海峰闻言低头不语， 王紫筠“扑
哧” 一笑：“就你一根筋， 我跟你开玩笑
呢，你对药品的技术上很精通，而我呢，

对药品的市场很娴熟， 我们俩合作简直
是黄金搭档，一定会做得风生水起的。 ”

陈海峰觉得王紫筠的分析很有道
理，也就不再坚持，而是主动帮王紫筠跑
药品公司的审批手续。很快，王紫筠的药
品公司就张罗开张了。 但陈海峰看着空
荡荡的公司，又有了新的愁绪：公司要技
术没技术， 要项目没项目， 要资金没资
金，典型的“三无公司”，业务怎么开展
啊？

王紫筠神秘地一笑：“这事不要你操
心，没有不开张的油盐铺，我们的公司很
快就能赚钱。 ”

不久，王紫筠喜滋滋地告诉陈海峰，

她经过深入的市场调查， 获知甘草酸二
胺和硫普罗宁注射液具有良好的市场潜
力。 陈海峰凭借他的技术敏感，也觉得这
两种药品有着广阔的市场， 但他担忧地
说：“药品审批手续很严格， 凭你的公司
资质根本报批不了， 还是找现成的药品
代理吧。 ”

王紫筠胸有成竹地说：“我已经规划
好了， 你先帮我把这两种药品的技术研
发材料搞到手，我就能马上赚到钱。 ”

“就这么简单？ ”陈海峰还是不解，随
后惊喜地问：“能赚多少钱呢？ ”

王紫筠有些不耐烦了：“你就按我说
的做吧， 能赚多少我现在也没数， 赚到
了，少不了你的。 ”

陈海峰不便多问， 他按照王紫筠的
叮嘱， 查找甘草酸二胺和硫普罗宁注射
液的研发材料。 这两份材料陈海峰所在
的部门并没有备案， 他只得找研究所的
朋友帮忙， 朋友很快就把两份研发材料
查找出来交给了陈海峰。

见利忘“情”的药监局新贪官

一鹤霜凌

拿到两种新药研发材料的当天下
午， 陈海峰就约好王紫筠， 要当面把材
料交给她。 王紫筠一听说材料到手， 高
兴得差点跳起来，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材
料袋， 一一“验明正身”， 而后给了陈
海峰一个甜蜜的吻。 陈海峰试探地问王
紫筠： “我听说拿到这研发材料就能卖
钱呢。”

王紫筠嗔怪道： “你就知道钱钱
钱， 我这还没起步呢， 启动后， 总会有
你的好处费。”

陈海峰并不是不喜欢王紫筠， 但他
眼下正在申购位于西四环世纪城的新
房，首付款还差一大截呢。如果把偷情与
金钱放在一块儿， 眼下他最想选择的还
是后者！ 不过，见王紫筠生了气，他立即
挤出笑容安慰王紫筠。 王紫筠哪里是真
生气，她心里另有“小九九”，陈海峰一赔
礼道歉，她很快变得眉开眼笑。

王紫筠毕竟在药企摸爬滚打多年，

对新药的申报流程稔熟于心。

2004

年
5

月， 全国药品交流会在长沙举办， 王紫
筠带着甘草酸二胺和硫普罗宁注射液的
研发材料赴会。 她准备将这两份颇有分
量的研发材料见机“抛售套现”。

巧的是， 王紫筠在药品交流会上遇
上了一个她在浙江工作时的老熟人———

浙江某医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顾长风。

两人寒暄一阵后， 王紫筠把顾长风拖到
一个角落悄声说： “我这儿有两份新药
的研发材料， 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转让给
你。”

顾长风接过王紫筠的材料看了看，

深知新药里面的商机， 但他为难地说：

“新药申报必须要药品生产企业才有资
格， 而且药品评审相当严格， 我是做流
通为主的， 怕通过不了评审啊。”

王紫筠早就料到顾长风会说这样的

话， 她再次掏出研发材料， 指着上面的
一行字说： “顾总， 你看看这个， 这是
我最好的朋友， 他就在国家药监局工
作， 就承担评审工作， 只要你感兴趣，

我可以帮你来操作。”

顾长风定睛一看， 研发材料的背面
果然有一行字， 上面写着“国家药监局
审评中心八室主任陈海峰” 的字样， 并
且还留着手机号码。 见顾长风还将信将
疑， 王紫筠急了： “你不信任我？ 要不
要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和陈海峰通电
话？”

顾长风见王紫筠作势要打电话， 他
也多次听说过王紫筠的能量， 立即按着
她的手说： “电话就不要打了， 我还信
不过你吗。 这样吧， 你开个价， 我付
钱， 不过一切手续你帮我来搞定。”

王紫筠伸出左手， 张开五指道：

“这研发材料
50

万元， 跑手续的钱另

陈海峰拿定主意， 他以申报资料上
有些问题要问顾长风为由， 向王紫筠要
来了顾的手机号码。 王紫筠的警惕也相
当高，陈海峰为了麻痹王紫筠，他当着王
紫筠的面拨通了顾长风的手机号， 但陈
海峰并没有表明身份， 他仅仅就申报材
料的一些事项向顾长风简单问了问，然
后就挂了电话。 王紫筠悬着的心这才放
下。

然而与王紫筠刚一分开， 陈海峰又
给顾长风打了电话， 这次， 他依然没有
表明身份， 而是单刀直入问顾长风：

“你到底给了王紫筠多少钱？” 顾有些迟
疑， 陈海峰用冷冷的口气说： “审评是
我在办， 如果你不告诉我实话， 这事就
办不了。”

陈海峰下了最后通牒， 顾长风只得
实话实说。 陈海峰的眉头紧锁， 心里暗
骂： “好你个王紫筠， 嘴上说的比唱的
还好听， 说要给我大头， 你自己却得了
大头！”

陈海峰越想越气， 自己找来的药品
研发， 自己还要想办法通过评审， 而王
紫筠只不过做了一个“掮客”， 转手就
赚了

60

余万元。 陈海峰心里极不平衡，

本想找王紫筠去理论， 但转念想到王紫
筠毕竟是自己的情人， 张不开口啊！ 看
来要想弥补损失只能再找顾长风当“冤
大头” 了。

在和顾的通话中， 陈突然话锋一转
道： “顾总， 这评审可不是好过的关，

如果通过不了， 你的
100

余万元就得打
水漂呀。”

顾长风一听， 冷汗都沁出来了， 他
连忙请求陈海峰多多帮忙。 陈海峰见火
候已到， 干脆将话挑明： “帮忙可以，

我可保证帮你能过评审， 不过， 还需要
活动经费。”

听说有希望， 顾长风心里一乐：

“钱的事你放心， 我立马就到北京跟你
见面， 保证让你满意。”

果然，

2004

年
8

月， 顾长风就
来到了北京， 他约陈海峰在西四环边
上的世纪金源大酒店吃饭。 两人见面
后， 顾长风问陈海峰要不要将王紫筠
请来， 陈板着脸说： “请她干吗？ 这
是你我之间的事， 她是多余的。”

顾长风闯荡江湖多年，自然听出
了陈海峰话里有话， 他看风使舵，对
陈海峰说：“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
就是兄弟，将来有啥事我直接找你。 ”

两人心照不宣地一笑。 又过了一个
月，顾长风再次到北京出差，陈海峰
又约他单独见面。 这次，陈海峰才告
诉顾长风自己的真实姓名。 因为在觥
筹交错间，陈海峰忍不住向顾长风打
听，到底给了王紫筠多少钱。 顾长风
算了一下说：“前后加起来， 共计

159

万元。 ”陈海峰一听，当场说：“我得到
的钱太少了，你应给我补偿啊。 ”顾长
风当场答应下来。

因为王紫筠提交的甘草酸二胺和
硫普罗宁注射液卡在陈海峰手里还没
批下来，如果不通过审评，不仅取得不
了销售代理， 前期投入的

100

余万元
也白花了。 为了加快审批，

2005

年
1

月， 顾长风和陈海峰第三次在世纪金
源大酒店见面。 顾长风从手袋里取出
包好的

40

万元交给陈海峰，希望他把
审批给弄快点。

由于有陈海峰帮忙， 甘草酸二胺
和硫普罗宁注射液通过了评审。 顾长
风也从此事上看出了陈海峰的实力，

他与陈的联系也日渐增多。

很快，王紫筠知晓了陈海峰和顾
长风直接联系的事，她气急败坏地找
到陈海峰，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姓陈
的，你别忘了，这钱是怎么来的，想过
河拆桥，没门儿。 ”孰料陈海峰也早准
备了对付她的台词，他不慌不忙地说
道：“一笔业务你就赚了那么多，以后
你只要还开着药品公司，就总有用得

着我的地方，不要把话说绝了。 ”

陈海峰如此一说， 王紫筠还真没法
还口， 只得气呼呼地走了。 从那以后，

王紫筠再没给陈海峰联系过“业务”。

陈海峰却尝到了甜头， 欲罢不能。

2005

年
3

月， 陈海峰通过山东开药企的一个
叫王大维的哥们儿， 将注射用转化糖、

注射用力肽、 注射用果糖等三种新药的
技术资料转卖给顾长风， 一共得款

90

万元。 王大维按照事先约定的“三七
开”， 给了陈海峰

27

万元。

紧接着， 陈海峰故技重施， 以评审
活动费的名义， 向顾长风索贿

80

万元。

这三种新药分别于
2005

年、

2006

年、

2008

年通过审批注册， 顾长风自然从这
些新药中赚得盆满钵溢。

2007

年，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
案发， 牵出药监局腐败窝案。 专案组进
驻期间， 陈海峰也吓得不轻， 他将所得
的贿款全部托转给朋友。 “幸运” 的
是， 陈海峰当时未进入专案组的视线，

他得以逃过一劫。

2009

年
5

月， 中央纪委监察部派人
入驻国家药监局查案， 牵出了副局长张
敬礼贪腐大案， 造成国家药监局的又一
波“地震”。 陈海峰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在
规定自首的时间内， 主动向专案组坦白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代他保管贿款的朋
友也代陈海峰积极捧出

150

万元的贿
款。

陈海峰自首不久， 王紫筠就得知风
声，她连夜逃出京城，远走他乡。

2010

年
9

月
15

日，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了陈海峰
案，陈海峰受贿索贿证据确凿，鉴于其有
自首情节且主动退还

150

万元贿款，海
淀法院审理判决陈海峰有期徒刑十一
年，并没收个人财产

170

万元。一审判决
后，陈海峰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又自
动撤诉。 目前，陈海峰开始服刑。

（除陈海峰外均为化名， 拒绝任何
形式的转载、 摘录、 上网。）

不甘“被算计” 甩开情人上前台

人生“滑铁卢” 情人远逃己落马

算。” 顾长风爽快地一口应承。 接过材
料后， 他就到银行转了

50

万元到王紫
筠的账户上。

回到北京后， 王紫筠对研发材料的
事只字未提， 只是告诉陈海峰， 她联系
了一个药企老总， 他对这两个新药感兴
趣， 届时申报评审请陈海峰帮忙。 陈海
峰虽然答应下来， 但他对研发材料分文
未收有点不信， 又怕提出来伤了王紫筠
的面子， 只得把疑问藏在心里。

当年
7

月， 在王紫筠的穿针引线之
下， 顾长风与沈阳某药品生产企业达成
了合作协议， 即甘草酸二胺和硫普罗宁
注射液由沈阳药企的名义向国家药监局
申报评审， 如果通过评审， 那么这两种

新药就在沈阳生产， 顾长风的公司则
获得新药的全国总代理权。

一切外围条件具备后， 王紫筠转
身专攻陈海峰这一关。 她打电话给顾
长风， 称新药评审要活动经费， 顾长
风爽快地说： “你把账号发过来， 我
立即给你打。” 王紫筠得到顾的承诺
后， 立即联系陈海峰， 向陈海峰挑明
说： “新药马上就要申报评审了， 评
审的事交给你办， 对方愿意付

40

万
元给你， 你把卡号给我。”

40

万元， 对于正买房的陈海峰
来说是一笔巨款， 他将以他父亲的名
义办的银行卡报给了王紫筠。

隔了几天， 陈海峰收到王紫筠发

来的短信： “

40

万元已汇， 请查收。”

陈海峰一阵惊喜， 抽空到银行一查账，

果然卡上多出了
40

万元。 然而， 他这
40

万元拿到手没几天， 兴奋之情就开始
云散。 原来， 他见到王紫筠这段时间出
手十分大方， 又是买车又是买名牌手
包， 与刚开始到北京时的寒酸不能比，

他疑虑顿生： 会不会王紫筠给他的钱只
是一小部分， 她得了更多的钱？

陈海峰几次对王紫筠旁敲侧击， 王
紫筠一直说她只收了

14

万元， 是与那
40

万元一起打过来的。 陈海峰不好再追
问， 但心中的疑云始终郁结着， 他决定
冒险出击， 瞒着王紫筠与顾长风直接联
系， 将活动费用搞个“水落石出”。

北京民达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李学文与你公司及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云支行借款合同纠纷再审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 二中民抗字第
8127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潘家雄、 林慧芳： 本院受理原告周大武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

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 美民一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 被告潘家雄、

林慧芳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 偿还原告周
大武借款人民币

1331354

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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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

[

海南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武汉驰鹏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文江

诉被告武汉驰鹏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武区民
商字第

25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院中南路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武汉九洲方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胡艳林

诉被告武汉九洲方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0

） 洪民商初字第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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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任选道： 本院受理原告胡群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 洪民三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

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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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受理了申请人十堰市倍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编号为

GA/01-

02103970

， 票面金额为
7

万元整的壹张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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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依法作出（

2011

） 武开法民催字第
19

号民
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湖北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郝伟： 本院受理原告田学有、 李淑娟诉你和长春市方舟

特种车辆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双阳分公司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朝民初字第
1486

号、

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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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吉林省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

吉林
]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李晋东： 本院受理原告王淑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泽民初字第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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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泽州县人民法院
吴福臣： 本院受理原告原告梁满堂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朔民初字第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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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

石吉裕、 石秀珍： 本院受理原告周玉兰诉你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0

） 朔民初字第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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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山西
]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
睢晓伟、 睢晓芳： 本院受理闫凤小诉你们赡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 昔民初字第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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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昔阳县人民法院
元丰栗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冬旺、 郑冯荣

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

2009

） 石民初字第
184

、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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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石楼县人民法院
曾祖良： 本院受理原告臧辛有诉曾祖良、 哈巴河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11

） 哈民初字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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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钱江： 本院受理上诉人剑川县金鑫选矿厂与被上诉人苟

应斌承揽合同纠纷上诉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0

） 云高民三终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费铭道： 本院受理原告任红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
审理终结。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
四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官法民一初字第
13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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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

[

云南
]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云南兴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溧阳市飞亚化机厂昆

明经营部、 熊雷、 黄梦玲、 昆明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
院受理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曙光信用社诉你五被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

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官民二初字第
358

、

359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

云南
]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济宁金龙盛化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虞吉龙化学

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 绍虞东商初字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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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上虞市人民法院
叶青： 本院受理上诉人严丽君与被上诉人龚文娟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浙衢
商再终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窦锋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8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5-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苏晋红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8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4-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鲍家普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8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3-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河南开封四方预

应力锚具厂申请执行（

2010

） 山民初字第
109

号民事判决书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2-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
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冬生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10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8-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马成才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107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7-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董建忠申请执行

（

2010

） 山民初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山法执字第
00006-4

号终结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山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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