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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宣判
云
南
高
院
改
判
被
告
人
死
刑
本报昭通8 月22 日电 （ 记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 飞、 王家红（ 被害人， 殁年3 岁）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 奎改判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
者 李 芹） 今天， 云南省高级人 人、 再审被告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 姐弟二人， 与王家飞发生争吵并致 为， 被告人李昌奎因求婚不成及家 政治权利终身， 量刑不当。 依照最
民法院在云南省昭通市开庭， 对李 均到庭参加诉讼。
扭打。 李昌奎将王家飞掐晕后实施 人的其他琐事纠纷产生报复他人之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昌奎故意杀人、 强奸一案依照审判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 强奸， 在王家飞醒后跑开时， 又用 念， 强奸、 杀害王家飞后， 又残忍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
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 撤 明， 被告人李昌奎曾到王家飞（被 锄头打击王家飞的头部致王倒地。 杀害王家飞年仅3 岁的弟弟王家 释》 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 项的
销原二审死缓判决， 改判李昌奎死 害人， 殁年19 岁） 家提亲遭到拒 随后， 李昌奎提起王家红的手脚将 红， 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强奸罪、 故 规定， 改判李昌奎死刑， 剥夺政治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绝。 2009 年5 月14 日， 李昌奎之 其头部猛撞门方， 并用绳子勒住二 意杀人罪， 且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权利终身，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由于该案涉及强奸、 故意杀人 兄李昌国与王家飞之母陈礼金又因 被害人颈部后逃离现场。 经法医鉴 情节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严重， 社 院核准。
两个罪名，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除 琐事发生纠纷， 李昌奎得知后从四 定， 王家飞、 王家红均系颅脑损伤 会危害极大， 虽有自首情节， 但不 被害人及被告人亲属、 媒体记
对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不公开开庭审 川省西昌市赶回云南省巧家县。 同 伴机械性窒息死亡。 同月20 日， 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原二审判决认 者、 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
理外，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云南 月16 日13 时许， 李昌奎在途经王 李昌奎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 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定 团组织代表及其他公民共200 余人
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履行职务， 家飞伯父王廷金家门口时遇见王家 投案。
罪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 但对李昌 旁听了庭审。

湖北利川开审一特大盗窃案
六被告人跨省盗窃电缆线89 万
近日， 来自四
川省贫困地区的
农民工来到
15 名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
法院民三庭诉前调
解组为法官送来锦
旗， 感谢法院帮他
们追回某建工集团
拖欠他们的工资
余元。
43 万
赵艳艳 摄

官说“很痛惜”。
而在另一起养子盗窃案中，
犯罪的小华也是未成年人。 养父
因工作忙， 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
管教小华， 管教手段比较粗暴单
本报记者郑金雄本报通讯员陈芹菜杨明洁
一， 主要是打、 骂。 小华被打、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合， 就将对方砍成重伤。 砍人 7 月间， 竟又7 次实施盗窃。 翻墙 为何如此屡教不改？ 原来小智 骂之后， 并不能吸取教训， 反而
人民法院连续受理了两起未成年 时， 他还未满16 周岁。 这起伤 进入厂区车间盗走铝板、 入室盗窃 从小被人领养， 养父母疼爱非常， 产生了更强的逆反心理。 小华平
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办案法官发 害案， 也使小智原本贫困的家庭 手机、 撬开食杂店偷烟、 偷饮料 然而小智平时个性冲动， 养父母管 时喜欢去网吧打游戏， 为了筹集
现， 这两个少年都是出自“特殊 雪上加霜。 他的养父平常以扎拖 等。 缓刑期才过了不到1 年， 小 教稍严就认为由于不是亲生缘故， 上网的钱， 多次盗窃。 在缓刑期
把、 卖拖把为生， 家庭经济情况 智又再次站到了被告人席上， 这 逆反心理严重。 家庭教育陷入困 间又多次盗窃， 被同安法院撤销
家庭”， 他们都是养子。
其中， 被告人小智性情火 并不好。 事发后， 小智养父母东 回他被指控的是盗窃罪， 涉案金 境， 尽管同安法院刑庭的法官多次 第一次判决对小华所犯盗窃罪的
爆， 2008 年12 月， 因上网与人 挪西借， 才赔偿了对方损失14 额18121 元。 这次， 同安法院判 专门进行回访和劝导， 但小智最终 缓刑宣告；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一语不合就约对方单挑， 挥刀砍 万元。 养父母赔钱后， 小智也因 决小智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还是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对此， 法 并处罚金500 元。
残对方， 缓刑期间还7 次实施盗 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零三个月， 并处罚金2000
窃； 被告人小华盗窃成性， 刚刚 两年半， 但因其未成年， 法官决 元； 与原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的
家解读■
■专
因盗窃被判拘役， 在缓刑期间又 定对其适用缓刑。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罚， 决
多次盗窃……
然而， 养父母没想到， 小智 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小智只是因为与对方一语不 在缓刑期间， 从2010 年年初至 并处罚金2000 元。
母的教导， 而对养子的教育中，
厦门心灵空间心理咨询中心谢 与冲突的性格。
官说法■
■法
则应避免溺爱或者简单粗暴的教 东华认为， 养子， 不论其收养动机 因此，不论身为养父母本身如何
育手段， 要多陪伴孩子， 多交流 为何， 本身这份亲子关系就比单纯 去掩饰、当成亲生子女对待，养子本
多沟通， 培养深厚的亲子感情。 自然亲生的子女， 从被收养人原生 身内在对原生父母的爱—
怕他
——哪
而对于已经犯错的未成年犯， 家庭多带着一分与生俱来、 不可预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
——都
父母一定不能放弃， 要通过写信、 见的隐形变数。 因此， 对于养子犯 会从内在的行为当中展现出与养父
本报记者郑金雄
探望的方式和孩子多交流， 用亲情 罪的问题屡见不鲜， 我们除了从表 母期待所截然不同的行为与后果，如
记者调查发现， 许多夫妻为 陈芹菜分析说， 一类是养 感化孩子， 帮助其在刑满释放后能 象的生活教养观点去探讨之外， 更 青少年时期的叛逆犯罪行为或是成
延续香火领养儿子， 然而孩子一 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 古训说 迅速重返家庭、 回归社会。
应该知道： 如果出于渴望传宗接代 年后的婚姻失败、身体疾病等问题。
旦知道自己是非亲生子， 便容易 “ 惯子如杀子” ， 有部分养父母 同安法院法官杨明洁认为， 很 的动机， 人为刻意设定的亲子关 事实上， 当我们知道领养本身
对家庭产生抵触情绪， 难以管 的过分纵容， 造成孩子没有吃 多养子自幼内心缺乏一种归属感， 系， 深层次就已经违反了自然繁衍 就有其自然上的缺陷时， 身为养父
教。 面对心理失衡的养子， 家长 苦精神， 讲究物质享受， 甚至 给他们的行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的法则， 让领养家庭的亲子关系失 母就要重新摆正心态， 适时地面对
该如何管教？
不辨是非对错， 恣意妄为。 另 心理学上称之为反社会人格。 而很 衡， 所以自然有可能形成行为上的 领养子女诚恳地表达当初的动机，
同安法院法官陈芹菜介绍 一类是养父母采用简单粗暴的 多养父母都不懂得怎样教育好养 偏差， 从而导致犯罪。
如果养子女能与亲生父母得以联
说， 近几年频频发生养子犯罪的 手段管教， 养子会认为自己是 子。
养父母去认领养一个孩子，其动 系， 那么就尽可能地为他们联系并
案件。 其中多数是盗窃案和人身 家庭关系的闯入者， 是不被关 对此， 杨明洁建议， 孩子犯 机大多为自己的家族利益而为之。 也 尊重孩子的选择； 如果无法再联
损害案。 这些养子出于各种原因 心、 疼爱的对象， 表现出对家 错的时候， 不能一味指责， 更不 正是对领养孩子强烈的目的性，让领 系， 也要让孩子知道： 身为养父
走上犯罪道路， 他们屡教不改， 庭的抵触甚至敌意， 让家庭管 能抛弃他， 应该让他认识到错误 养家庭在教养的过程中，表面上视如 母， 在心中永远敬重孩子的亲生父
屡抓屡犯。 据此， 陈芹菜的观点 教失效。
所在， 让他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 己出和强烈祈求回报的渴望中矛盾 母。 这样， 被领养的孩子才能重新
是， 养子犯罪， 多为非亲生子家 家人的接纳与稳定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 要让孩子有一个归 地养育着孩子，在这样氛围之下成长 感受到爱， 也会在爱的氛围中正常
关系， 会使孩子更愿意接受父 属感。
庭的教育缺失引起。
的孩子，其本身的个性就感染了矛盾 地发展和成长。

养子犯罪： 特殊家庭的爱与痛

脆弱的收养关系易生变数

缺乏归属感形成“反社会人格”

耿昌森的合法继承人：本院受理申请人苏金梅请求依法确
认耿昌森所留遗嘱真实有效，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新华
路今天花园3 栋3 单元401 室房屋1 套（建筑面积95.45 平方
米）归其所有。 申请人称：2009 年3 月耿昌森留下书面遗嘱，决
定在其去世后，将其财产遗留给申请人苏金梅。 2009 年6 月1
日耿昌森购买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新华路今天花园3
栋3 单元401 室房屋1 套，申请人与耿昌森已入住。 2010 年6
月19 日耿昌森去世，由申请人养老送终。 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发
出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主张权利， 逾期将依法判
决。
肃]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
[甘
张秀英及哈尔滨三阳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宁安分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薛涛、 赵子祥、 李连柱、 丁淑珍、 宁安市邮
政局、牡丹江邮电印刷厂等人申请执行哈尔滨三阳生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宁安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本院依法委托牡丹
江市宏伟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你单位的办公楼进行价格评
估，现已作出牡中法（2011）第82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
现予以公告送达，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院依法公开拍卖。
龙江]宁安市人民法院
[黑
刘俊雨： 本院受理吴常荣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郊法执字第99 号执行通知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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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黑
张玉生： 本院受理申请人于宪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
山民初字第12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 现依法向你公
（2009）邯
告送达本院（2010）邯山执字第80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视为送达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 日内履行
， 即
60 日
（2009）邯
山民初字第1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创新基业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人沧州鑫
丰电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一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我院
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3 日内履行相关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沧县人民法院
[河
陈乐毅、姜云霞：本院受理张桂琴、张庶中申请执行你们借
贷纠纷一案， 因你未履行已生效的（2010） 洛民申字第84 号民
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依法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将款：83090 元（含执行费、 诉讼
费）及利息交到本院执行局，逾期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
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直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河
李光勤：本院受理邓遂锤申请执行你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
履行已生效的（2010）西民初字第84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依法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内将款：156210 元（含执行费、诉讼费）及利息交到本院执行
60 日
局，逾期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
倍利息直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冯志合、王振毅、刘金平：本院执行的新乡县平原粮库破产清
算组诉冯志合（2005）新法破字第2-3 号民事裁定书货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8）新中法指执字第20-3 号
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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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徐涛：本院执行的陈留根与徐涛、王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8） 红民一执字第252 号执行通
知书。 （1）一次性偿还陈留根借款38000 元及利息；（2） 案件受
理费750 元， 保全金50 元， 公告费560 元， 合计1360 元， 由被
告徐涛承担。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
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新乡市德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新乡市洪门镇
鑫源建筑材料租赁站诉你单位租赁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最新审判■

谎称大桥有炸药网上发布被判刑
本报南昌8 月22 日电 省公安厅收到江西省人民政府转
今天，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 来的恐怖信息信访件后， 立即调
民法院对一起编造虚假恐怖信 集警力对南昌市八一大桥设置安
息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 全警戒线， 屏蔽现场， 展开拉网
夏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 式搜索， 直至晚上6 时许结束排
个月。
查， 未发现疑似爆炸物。 侦查机
今年5 月30 日上午， 被 关结合被告人夏某QQ 在线时间
告人夏某在家中化名“甘甜”， 分析， 确定被告人夏某就是发送
使用笔记本电脑， 在网上用虚 恐怖信息的嫌疑人， 后通过技术
构的信息注册了一个用户账 手段锁定被告人夏某的位置并将
号， 后点击进入江西省人民政 其抓获。
府的网站， 在江西省和谐信访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夏
办公平台的信访内容栏内发布 某编造爆炸威胁的恐怖信息， 严
了“八一桥有炸药， 请保护人 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其行为已构
民群众利益” 和“死” 等恐怖 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遂作出
上述判决。
信息。
同日上午11 时许， 江西
军梅 胡振艺）
（杨

自助升级金牌客户网银用户被扣年费

本报恩施8 月22 日电 一 先华、 莫永平、 杨长均、 秦天智驾
个盗窃团伙两年内流窜重庆、 四 车窜至渝利高速利川市汪营互通收
川、 湖北的30 多个县市， 盗窃 费站处， 用事先准备好的便宜铝芯
电缆线价值89 万余元， 被公安 线， 接在民用电线上保证电子显示
部列为部督案件。 今天上午， 湖 屏正常工作， 而后盗窃1845 多米
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对犯盗窃罪 铜芯电缆线， 然后联系被告人彭
的被告人李先华、 莫永平、 杨长 科， 让其驾驶东风小货车一起连夜
均、 秦天智、 黄隆胜、 沈建平和 将赃物销赃， 经鉴定被盗电缆线共
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被告 价值54351 元。 自2009 年11 月至
人彭科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今年6 月25 日， 该团伙先后在重
检察机关指控， 2010 年4 庆、 四川、 湖北的30 多个县市，
月21 日凌晨， 被告人李先华、 累计作案29 起， 盗窃电缆线总价
莫永平、 杨长均驾车窜至渝利高 值达89 万余元。
速齐跃山隧道盗窃715 多米电缆 据悉， 此案将择日宣判。
安民 吴建平）
线。 同年5 月30 日， 被告人李
（胡

送达执行文书

■

3版

送达本院（2010）红民一初字第15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
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支付
新乡市洪门镇鑫源建筑材料租赁站15944.12 元；（2）、案件诉讼
费970 元，公告费900 元，执行费85 元，由你单位承担。 逾期不
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
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河
夏益民：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州分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09） 鄂城法执字第709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取评估
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请
你于公告期满后第一个工作日上午10 时到本院三楼308 室选
择评估机构，如不按时到场，视为你放弃选择，本院将通过抽签
确定评估机构。
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湖
夏红文：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州分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09） 鄂城法执字第710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取评估
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请
你于公告期满后第一个工作日上午10 时到我院三楼308 室选
择评估机构，如不按时到场，视为你放弃选择，本院将通过抽签
确定评估机构。
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湖
邓方元： 本院受理韩燕申请执行你（2009） 东民一初字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488 号
执字第125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
（2011） 东
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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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湖
汪家瑞： 本院受理的宋敦烈申请执行（2010） 荆民初字第

蜂农为高产信秘诀种罂粟百棵获管制

本报讯 （记者 陈海滨 太高， 于是他想到了甘肃蜂农告
通讯员 金 萍） 为防止蜜蜂 诉他的“ 秘诀” ， 决定试一试。
生病并提高产蜜量， 竟然种植 2008 年7 月， 林某把从甘肃带
罂粟用来喂养蜜蜂， 近日， 浙 回来的罂粟果的种子全部撒在了
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自家地里， 结果成活了530 棵。
被告人林某管制一年， 并处罚 然而， 还来不及等到试验这一方
金2000 元。
法是否有效， 今年5 月， 当地警
林某系宁海人， 今年64 方发现这一情况， 将林某种植的
岁， 已有几十年的养蜂经验。 530 棵罂粟依法铲除。 同日， 林
前， 林某去甘肃和当地蜂 某投案自首。
6年
农交流养蜂经验， 知道了一个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诀”： 给蜜蜂喂罂粟能代替 林某明知是罂粟而非法种植， 数
“秘
药物， 而且蜜蜂产蜜量特别 量达530 株，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高。 他还从当地蜂农处得到一 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鉴于被告人
个罂粟果。
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 庭审中能
某回到宁海 自愿认罪， 系初犯， 故予酌情从
， 林
2008 年
老家养蜂。 由于产蜜量一直不 轻处罚， 遂作出如上判决。

吸收资金不入账信用社主任获刑

本报讯 重庆市江津区人 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6 份。 周伟
民法院近日宣判一起吸收客户 非法吸收客户资金后， 未将资金
资金不入账案， 被告人周伟以 通过信用社账户经营， 先后私自
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被判处 以信用社的名义将款项分别放贷
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40 给重庆市天河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万元。
等用资单位。
法院审理查明， 1997 年 后因重庆天河商贸发展有限
至1998 年4 月期间， 被 公司等用资单位先后停业不能归
10 月
告人周伟利用自己担任原江津 还， 给原江津市龙华信用联社罗
市龙华信用联社罗坝信用社副 坝信用社造成损失2800 余万元。
主任主持该社工作之职务便 案发后， 原江津市信用联社紧急
利， 擅自先后违规吸收重庆商 调集资金对其融资户通过人民法
业银行和平路支行、 铜梁县乡 院执行、 协调进行支付， 共计
镇投资公司、 大渡口科技投资 1600 余万元。 截至2010 年6 月
公司共计2350 万元资金， 并 22 日， 本金及利息2300 余万元
以信用社名义向上述单位开具 无法收回。
（路 芳
）

号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三日内， 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即偿还申请执行人借
款7 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公告费、执行费。 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湖
李德宝：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
十堰市郧县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字第154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在收到本通知之日
（2011） 郧
起三日内履行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 十民三终字
第580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北]郧县人民法院
[湖
大有煤炭经贸（ 河南） 有限公司、 张艳红： 本院受理的华强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大有煤炭经贸（河南）有限公司、张艳
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2010） 宜中民三初字第00084 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1） 宜中执字第27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及执行
裁定书，该裁定确定在654 万元范围内对大有煤炭经贸（河南）
有限公司、 张艳红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于公告期满后3 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世国： 本院受理执行你代表23 名民工与被执行人湖南
红旗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争议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案
外人凤凰县廖家桥镇八斗丘村委会、瓦场村委会提出你代表的
民工未在凤凰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土地整理工程二标段
23 名
施工，请求本院暂缓执行异议。 本院于2011 年5 月18 日公告
送达你（2010） 风法执字第30-1 号通知书， 责令你在公告期满
后7 日内来本院说明情况，逾期本院将对本案按申请人撤回执
行申请处理。 公告期满后你至今未来本院说明情况，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风法执字第30-4 号终结本案执行裁定
书以及（2010）风法执字第30-3 号解除扣留被执行人工程款裁
定书，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 [湖南]凤凰县人民法院
李焕国：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袁红武与被执行人隋玉春、
李焕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案外人隋欣对执行标的提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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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曲靖8 月22 日电 上银行自动从其账户扣收年服务
今天上午， 云南省陆良县人民 费540 元。 事后许先生以银行收
法院对一起因客户自助服务引 取540 元的服务费不合理为由，
发的年服务费纠纷作出判决， 将银行告上法庭。
认定网上银行自动从许先生账 法院经审理认为， 许先生与
户扣收年服务费540 元的行 银行签订的《客户服务协议》中约
为， 符合双方的约定， 遂判决 定：“乙方（中国工商银行）根据甲
驳回许先生要求返还540 元的 方（客户）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
诉讼请求。
理业务时，对所有使用甲方账户账
许先生在工商银行申请开 号、客户编号、密码及客户证书进
办了一张牡丹灵通卡， 同时申 行的操作均视为甲方所为”， 许先
请开通网上银行， 客户星级为 生登录工行网上银行进行客户自
三星级以下， 并签订了《客户 助服务时，应当知道网站公布的相
服务协议》 。 去年5 月16 日 应收费标准，只有在网上同意相关
先生登录工行 的协议，才可自助完成升级。 网上
， 许
14 时
17 分
网上银行进行客户自助服务， 银行自动从其账户扣收年服务费
从一名三星级普通客户自助升 540 元的行为，符合双方的约定。
云坤）
级为七星级网银金牌客户， 网
（区 倚 黄

面异议，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乾民执监字第5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乾安县保健院东侧五间瓦房中的东侧两
间半房屋的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乾安县人民法院
[吉
王运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陶梅梅申请执行你返还原物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大执字第00307 号执行
通知书，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本院（2010）大
民一初字第0131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达。
[辽
何艳楠、胡秀丽、杨孝兵：关于刘前君诉何艳楠、胡秀丽、杨
孝兵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纠纷一案，本院执行二庭要求对
苏NA5920 号（ 苏NB952 挂） 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进行对外委
托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莱法技字第373 号
选择拍卖机构通知，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
令你们在通知书送达之日起5 日内到本院技术室选择拍卖机
构。 逾期不到， 本院将依法指定拍卖机构对苏NA5920 号（ 苏
型半挂牵引车一辆进行对外委托拍卖。
）重
NB952 挂
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山
李玉珍、吴志卿：本院受理李翠兰诉李玉珍、吴志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李翠兰申请执行（2010）怀民初字第222 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怀法执字第35 号执
行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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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县人民法院
朱卫泽：本院受理的临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委托山西兴源拍卖有限公司对你位于运城市禹
香苑25 号楼一单元301 房产进行拍卖。 本院拟于本公告期满
后第三个工作日在《运城日报》发布拍卖公告，公告期15 日，拍
卖公告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在山西兴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举行拍卖会， 如果流拍， 将于60 日进行第二次拍卖， 拍卖保留
价降低20%，请你按时参加上述活动。 本公告期为30 日。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