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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殡葬设施作为遗产应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管理， 其后续管理事

宜，不仅应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而且还须事先征得公墓认购合
同上由特定继承人充任的名义买受人的同意或事后追认。

案 例 解 析

法 案 精 要

网吧经营者传播侵权影视作品的责任认定

———深圳中院判决网尚公司诉怡强拓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涉及网吧侵害著作权的案件，应区分情形认定网吧经营者的
法律责任。 对于从第三方网站购买播放平台的情形，如网吧经营
者能证明涉案影视作品是从有经营资质的影视作品提供者那里
合法取得，且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以实施非法拘禁的方法形成的借条不能变更原债权债务关系

———江苏姜堰法院判决丁小芳诉周秋兰保证合同案

裁判要旨
债权人在主张债权过程中， 以非法拘禁的方式迫使主债务人

向第三人出具借条， 不构成债务转让， 保证人仍应对担保的主债
务承担保证责任。

墓穴、 墓碑等殡葬设施后续管理权的认定

———上海二中院判决诸鸿高诉上海徐泾西园等承揽合同纠纷案
重 点 发 布

案情
原告诸鸿高与第三人诸伟高系兄弟

关系。

2005

年
11

月
14

日，诸伟高至被告
上海徐泾西园处为其父母认购公墓，后
其父母先后去世。

2010

年
12

月
11

日，诸
鸿高到上海徐泾西园处填写《墓穴碑文
修改、墓穴维修项目申请表》，委托上海
徐泾西园在其父母墓碑上加刻“重孙诸
盛文”字样及打扫墓地等，为此诸鸿高支
付上海徐泾西园

608

元。 因诸伟高等其
他家庭成员反对， 上海徐泾西园多次调
解无效， 故上海徐泾西园至今未在涉案
墓碑上加刻“重孙诸盛文”字样，但其他
委托事项均已办妥。 诸鸿高遂起诉至法
院，要求上海徐泾西园履行刻字义务，并
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

2460

元。

裁判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殡葬设施应作为遗产由全体继承人
共同管理， 诸鸿高要求在其父母墓碑上
加刻名字，应与其他继承人协商一致。又
因涉案墓穴系由诸伟高出面与上海徐泾
西园签订合同、约定购买事宜，故诸鸿高
与上海徐泾西园针对涉案墓穴的后续管
理事宜增设合同内容， 应取得诸伟高的
同意，而诸鸿高、上海徐泾西园未事先通
知诸伟高，事后诸伟高也未追认加刻“重
孙诸盛文”字样的合同内容，故上海徐泾
西园不应履行， 相关服务费用也应由上
海徐泾西园退还诸鸿高。

一审宣判后， 诸鸿高不服， 提出上
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
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尽管诸鸿高到上海徐泾西园处填写
《墓穴碑文修改、墓穴维修项目申请表》，

委托上海徐泾西园在其父母墓碑上加刻
“重孙诸盛文”字样，并交付了相应的费
用， 但因实际与上海徐泾西园签订公墓
认购合同的系诸鸿高弟弟诸伟高， 而诸
鸿高要求在墓碑上加刻字样也未事先征
得诸伟高的同意， 且诸鸿高其他兄弟姐
妹也均不同意在其父母墓碑上加刻上述
字样。 现诸伟高对诸鸿高与上海徐泾西
园签订的关于加刻“重孙诸盛文”字样的

合同内容不予追认， 故原审法院认定事
实无错，判决并无不当。诸鸿高的上诉请
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近年来， 因殡葬设施后续管理纠纷

引发的案件时有发生， 如何正确把握此
类案件的定性与法律适用存在着一定的
难度。 实践中也较为容易出现误断误判
的情况， 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
梳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归结为以下三
个具体问题：涉案墓碑的遗产资格；涉案
墓碑的后续管理权主体； 公墓名义买受
人的法律地位。

一、涉案墓碑的遗产资格
本案中， 涉案墓碑究竟具有何种法

律属性？现行法律法规未作明文规定。本
案一审法院将殡葬设施认定为遗产是比
较妥当的， 这是因为以下两点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1.

殡葬设施是死者人格利益的承载
物。众所周知，这类设施的用途仅限于瘗
藏死者骨殖，方便亲友悼念、祭祀，因此
其所适用的对象只能是死者。 殡葬设施
无疑承载了一定的死者人格利益。 当自
然人死亡后， 死者的人格利益在抽象意
识上集中于死者的名誉权上， 而在物理
形态上则集中于尸体、 骨灰、 坟墓三者
上。 就后一种情况，刑法中对应有盗窃、

侮辱尸体罪的罪名。 本案涉案墓碑作为
公墓的一部分， 因而成为死者人格利益
承载物， 并从而对继承法第三条能否适
用于本案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2.

将殡葬设施认定为遗产合法合
情。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了六类个人财产
可以成为遗产，并以“公民的其他合法财
产”的措辞作了兜底规定。从其中六类个
人财产来看， 个人属性是它们的共同特
征。显然，对于“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
理解也必须紧扣上述特征， 而作为死者
人格利益承载物的殡葬设施恰好符合了

这一特点。此外，只有个人在死亡前取得
的合法财产才能具备遗产资格。 就本案
来看， 第三人诸伟高在其父母生前为之
认购公墓的行为构成了民法通则第六十
三条规定的代理行为， 即第三人父母才
是公墓认购合同真正的买受人， 而第三
人不过是该份合同名义上的买受人而
已。 在学理上，这被称为家事代理；在情
理上， 这也符合老年人一般委托子女料
理自身事务的现实情况。因此，第三人父
母生前便取得了涉案公墓的所有权。 也
因此，涉案公墓具备了遗产资格。

总之， 本案中涉案墓碑连同墓穴等
殡葬设施是作为遗产而存在的， 并且因
其性质不能进行分配， 还构成了物权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的共同共有。

二、涉案墓碑的后续管理权主体
本案中殡葬设施后续管理权主体的

确定有必要结合我国历史进行考察。

1.

封建时代的后续管理权主体。 在
我国封建时代， 殡葬设施的后续管理权
连同所有权都专属于家族首领———家
长。 需要指明的是， 此处的家乃是指家
族，而非今日由夫妻子女构成的小家庭。

前述家长制曾被日、 韩两国民法典所吸
收。例如，韩国旧民法典第

996

条规定，户
主对坟墓之禁养林野、墓土、族谱、祭具
享有所有权； 即便是废除户主权后的日
本民法典在其第

897

条第
1

款仍然规定，

宗谱、 祭具及坟墓的所有权由按习惯或
由被继承者指定的应主持祖先祭祀的继
承人来承受。

2.

近代以来的后续管理权主体。 在
我国近代， 殡葬设施后续管理权属于全
体继承人。在民国时，就曾有判决认为殡
葬设施为共有物， 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管
理。 例如，民国

18

年上字第
172

号判决就
称：“茔地为公同共有性质， 非遇有必要
情形， 经派下各房全体同意或有确定判
决，不准分析、让与或为其他处分。”这一
观点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也可找到其
对应规定，如物权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
七条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

但是在本案中， 我们还注意到涉案
墓碑的后续管理不是简单地对共有物进
行管理，而是需要通过墓园方能进行，这
就势必需要联系到当初的公墓认购合同
才可确定真正的后续管理权主体。

三、公墓名义买受人的法律地位
本案中公墓名义买受人是作为全体

继承人的代表人而与墓园发生联系的，

并且他关于殡葬设施后续管理的意思表
示必须源于全体继承人内部的公议。 这
是因为如下两点因素的综合作用。

1.

墓园不负有掌握墓主家庭构成的
义务。 依据合同相对性理论，墓园作为一
类民事主体对于墓主的家庭构成没有义
务去掌握， 它只须在与公墓名义买受人
签订合同时核对清楚墓主个人信息以及
其与名义买受人之间关系即可。 因此，如
果要求墓园非因诉讼调查取证需要去掌
握墓主的家庭构成， 那么一则会因调查
核实徒增墓园经营的不合理成本， 二则
会变相赋予墓园户籍管理权能， 破坏户
籍管理秩序稳定， 造成墓主家庭信息外
散，威胁墓主家庭成员的个人隐私。 综上
所述， 墓园不负有掌握墓主家庭构成的
义务。

2.

公墓名义买受人在实际买受人死
后是唯一的合同相对方。 在公墓实际买
受人死后， 当初的公墓认购合同上只剩
下名义买受人为墓园的相对方。换言之，

本案第三人诸伟高此时是当初公墓认购
合同的唯一墓园相对方。 在墓园不负有
掌握墓主家庭构成义务的前提下， 墓园
所能够接受关于后续管理殡葬设施的指
令只能是来自公墓名义买受人， 即本案
中的第三人。于此，公墓的名义买受人俨
然成为全体继承人的代表人与墓园进行
联系。也因此，墓园无须听命于其他个别
继承人的后续管理指令。在实效上，这样
的处理可以有效地避免“九龙治水”的尴
尬，为逝者利益尽到最大注意。

总之， 在共同共有的法律框架内，

公墓名义买受人是全体继承人对外的代
表人， 并且其行使殡葬设施后续管理权
的意思表示必须源于全体继承人内部的
公议。

本案案号：（

2011

）青民二（商）初字
第

804

号，（

2011

）沪二中民四（商）终字
第
1159

号
案例编写人：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吴秉衡

案情
2010

年
3

月和
5

月，黄录林先后两次
向原告丁小芳借款

19

万元，其中含利息
2.28

万元。 同年
8

月
2

日，丁小芳与黄录
林将上述两笔借款计算了逾期利息。 黄
录林据此重新出具给丁小芳一份借条，

载明：今借到丁小芳
21.48

万元，还款时
间为

2010

年
8

月
4

日。 在丁小芳的要求
下， 被告周秋兰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借条
上签名提供担保。此后，周秋兰总计代替
黄录林还给丁小芳利息

41947

元。

2010

年
10

月
11

日起，吴伟、丁小芳
等人在某酒家对黄录林、 周秋兰实施了
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已另案处理，刑事
判决已生效）。 在实施非法拘禁的当日
晚， 丁小芳表示现在把这个欠款转给吴
伟， 要求黄录林向吴伟写了一张

32.24

万元的借条。 吴伟还要求黄录林在借条
上写上吴伟的名字。黄录林称“当时心里
吓得怕，只有按照吴伟说的去做”。 黄录
林向吴伟写了一张

32.24

万元的借据
后，丁小芳让周秋兰担保，周秋兰不同意

提供担保。 丁小芳并没有把原先黄录林
写给她的

21.48

万元的借条还给黄录
林，当晚吴伟在下楼时将黄录林写给他
的借条给了丁小芳。

周秋兰辩称， 主债务人黄录林已经
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将主债务转让给了吴
伟，从而消灭了原债权债务关系，主张免
除其担保责任。

裁判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吴伟和原告丁小芳采用非法拘禁的
方法迫使黄录林出具的

32.24

万元借条
无效，该借条不构成债务转让，被告周
秋兰仍应对所担保的

21.48

万元中的借
款本金和合法的利息承担保证责任。法

院判决： 周秋兰偿还丁小芳借款本金
16.72

万元及合法利息（已还利息予以
扣除）；周秋兰按本判决第一项履行后，

有权依照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向
黄录林追偿； 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
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
均未提出上诉， 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

评析
1.

以非法拘禁的方法形成的借条不
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因而不予采信。 根
据案情，黄录林并无向吴伟借款的事实，

黄录林所书借吴伟
32.24

万元的借条不
具备证据的真实性。 吴伟等人实施非法

拘禁的行为所取得的借条显然违法，因
此该借条不具有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
八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对
32.24

万元的借条不予采信。

2．

以非法拘禁的方法形成的借条不
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法定条件，应
认定为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行为
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
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黄
录林在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
下， 虽按照原告和吴伟的要求书写了新
的借条， 但因不能反映黄录林的真实意
思，缺乏合法性，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
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该借条不能变
更当事人间原债权债务关系。

本案案号：（

2011

） 泰姜民初字第
0166

号
案例编写人：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

院江学道

案情
原告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简称网尚公司）通过继受方式，取得了
电视剧《败犬女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

2009

年
5

月
11

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登陆被告深圳市
怡强拓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怡
强拓公司） 经营的网吧内编号为

SD-

A039

的电脑，插入空白
U

盘，在该
U

盘
中新建

word

文档， 点击该电脑屏幕上
的“电影院线”图标，进入“乐吧影院

V2

新版”首页，点击该页面上“电视剧场”

目录中的“败犬女王”，进入电视剧《败
犬女王》 播放列表及剧情简介页面，该
页面的“播放列表”栏目下显示共载有
电视剧《败犬女王》

3

集，依次点击进行
播放，采用截屏方式将随机选取的画面
保存至

word

文档。经对比，该截屏所显
示的播放内容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电
视剧《败犬女王》相同。原告据此认为被
告侵害了其著作权，要求其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

5

万元损失的法律责任。

被告抗辩称，其“乐吧影院”平台
是从北京网乐有限公司（简称网乐公
司）购买的，网乐公司提供平台软件安
装及协助该平台的日常维护， 该平台
上的所有节目均由享有版权许可的合
作商提供。被告为证明该抗辩主张，向
法院提供了其与网乐公司签订的、并
显示有上述内容的《“乐吧影院”平台
使用协议》。 同时，被告还提供了网乐
公司的《网络经营许可证》，但仅为复
印件，原告否认该许可证的真实性。

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在其经营的网吧内，通
过局域网传播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电视
剧《败犬女王》，侵害了原告对该影视
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判决
被告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原告损失
6000

元的法律责任。

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2011

年
12

月
21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在网络环境下， 网吧是人们重要

的娱乐场所，与之相伴随的是，因网吧
传播侵权影视作品而引发的著作权侵
权纠纷案件亦频发。在大多数情况下，

网吧经营者在其网吧局域网内， 以向
局域网服务器上传影视作品的方式，

使局域网内的终端用户在其个人选定
的时间和地点获取该影视作品。 如网
吧经营者未经许可， 在网吧局域网内
上传了侵害他人著作权的影视作品，

则该网吧经营者属于典型的侵害著作
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应承担
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吧侵权
案件亦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在司
法实践中， 一部分网吧经营者在互联
网环境下，先通过搜索的方式，找到互
联网上提供侵权影视作品的网站地
址， 然后再将自己的网吧局域网与上
述侵权影视作品设置深度链接， 并在
自己的网吧计算机终端的电脑屏幕
上， 设置专门的影视作品指引点击快

捷链接图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网吧
经营者会在自己的局域网内提供侵权
影视作品的相关介绍，比如片长、主要
演员、导演、影片内容等信息，这些信
息被网吧经营者编辑后放到自己的网
吧服务器上。 网吧经营者还会为网吧
用户提供影视作品的搜索框服务，以
方便用户搜索其想欣赏的电影。 在这
种情况下， 互联网上提供侵权影视作
品的网站经营者构成直接侵权， 而网
吧经营者编辑这些侵权影视作品的信
息， 并设置与侵权影视作品的深度链
接之事实表明， 网吧经营者明知或应
知他人侵权， 仍实施上述帮助他人侵
权行为扩大的行为，即设置、筛选、推荐
行为，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其主观上
有过错，构成帮助侵权。 此时，网吧经
营者应对帮助扩大侵权的后果， 承担
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共同侵权责任。

另一些网吧经营者通过向第三方
网站购买电影平台服务， 而在自己的
网吧局域网内传播影视作品。 具体技
术实现方式为： 网吧电影平台安装好
以后， 网吧客户机终端向网吧缓冲服
务器发出影片播放请求， 缓冲服务器
自动将请求转发到第三方网站宽频平
台远端互联网服务器， 远端服务器响
应请求，开始向网吧传送影片数据，缓
冲服务器收到数据后， 于本地磁盘进
行数据缓冲， 从而使网吧内部影片流
畅播放并节约网吧路线宽带。 对此类
网吧因传播侵权影视作品而引发的著
作权侵权纠纷案件， 如网吧经营者能
证明涉案影视作品是从有经营资质的
影视作品提供者那里合法取得， 并根
据取得时的具体情形不知道也没有合
理理由应当知道涉案影视作品侵害他
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其不承担赔偿
损失的法律责任。 但网吧经营者经权
利人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要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不论是上述哪种网络传播行为，

如果网吧与第三方网站有合作经营关
系， 并协商共同传播侵权影视作品而
牟利，此时，双方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
联络，有具体的分工，二者构成意思联
络型共同侵权，应共同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就本案而言，原告已举证证明，被
告未经许可在其“乐吧影院”内传播了
电视剧《败犬女王》，该行为侵害了原
告对该电视剧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被告抗辩称，其“乐吧影院”平台是
从网乐公司购买的， 且不知道也没有
合理的理由知道该平台上传播的电视
剧《败犬女王》是侵权影视作品，因此，

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但被告为
证明该事实而提供的网乐公司的《网
络经营许可证》 仅为复印件， 如此一
来， 被告未能证明涉案影视作品是从
有经营资质的影视作品提供者那里合
法取得，其未尽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

在主观上有过错， 依法应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本案案号：（

2011

）深罗法知民初
字第

24

号，（

2011

）深中法知民终字第
632

号
案例编写人：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祝建军

杨金英：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
支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 依法查
封了你所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东桥背村风临四季
花园

1

号楼
1

单元
202

的抵押房产， 并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
房产进行了评估， 其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65620

元。 因你下落
不明，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深国众联评字（

2012

） 第
1-242

号
评估报告书。 如你对该评估报告书有异议， 可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视为放弃， 本院将依
法拍卖上述财产以清偿你拖欠的债务。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李璐：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申请执行你及深圳市万科南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你所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
布吉坂田第五园（三期）

H3

号楼
B

单元
B1006

号的抵押房产，

并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进行了评估，其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308820

元。 因你下落不明，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深国众联评字
（

2012

）第
1-244

号评估报告书。 如你对该评估报告书有异议，

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视为放
弃，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产以清偿你拖欠的债务。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李秋菊：本院受理申请人申请追你为梁瑞兴诉梁锋平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1

）江恩法执加字第
40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执行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恩平市人民法院
潘嘉平：本院执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川市支行

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2008

）吴民初字第
950

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立案执行。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湛吴法执字第
74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一切责任
和实际费用由你负担。

[

广东
]

吴川市人民法院
奔驰汽车（哈尔滨）维修中心：本院执行的王海燕申请执行

奔驰汽车（哈尔滨）维修中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拍卖摇号时间及地点（

2012

年
6

月
20

日下午
2:00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安街
5

号）， 逾期不到将公开摇号确定拍卖
机构。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万文：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1

）金牛民初字
第

5212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立案受理陈侠申请
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牛执字第
343

号执
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曾伯清、彭桂均：本院执行的刘明胜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武侯执字第
423

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们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的

3

日内向申请执行
人刘明胜偿还借款

30

万元及利息等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成都豪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四川上诚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你公司诉前财产保全一案已作
出裁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及（

2012

）新都执
保字第

48-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查封被申请人你公司所有的
位于新都区三河街道大东村七社面积为

64564.96

平方米（地籍
号

XD5-11-44

，新都国用［

2009

］字第
18688

号）的土地使用
权。 查封期限为二年。 查封期间不得抵押、转让、毁损等。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经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

四川
]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刘保洪、四川辉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本院（

2011

）乐民初字
第

19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四川方略房地产土
地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川方房评报（

2012

）字第
075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的，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受理曾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委托云南云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王勇名下号牌为云

FF3911

号车辆进行评估，现已作出云岭评报字（

2012

）第
006

号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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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昆明市西山
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
法委托公开拍卖。

[

云南
]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浪兰：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勒古干作等

8

人申请执行
（

2011

） 陇民初字第
162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 项一案， 现依
法向你同时公告送达：

1

、 （

2012

） 陇执字第
29-1

号执行裁
定书， 内容为： 本院依法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将你在中
国农业银行陇川县支行景罕分理处的存款人民币

29391

元划
拨至本院帐户；

2

、 执行通知书： 你应向
8

申请执行人支付
28444.40

元并承担执行费、 公告费；

3

、 （

2012

） 陇执字第
29-2

号执行裁定书， 内容为： 本院依法终结对（

2011

） 陇民
初字第

162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 项的执行， 解除对你在中
国农业银行陇川县支行景罕分理处所的存款人民币

2609

元的
冻结。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列文书， 逾期视为
送达。

[

云南
]

陇川县人民法院
金国芳：本院受理任建兴依据生效的（

2011

）绍虞东民初字
第

138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2

）绍虞执民字第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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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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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上虞市人民法院
王吉春：本院受理吴连尚申请执行（

2011

）滨塘民初字第

1416

号民事判决书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限你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废止登记在你名下“津塘渔

03185

号”船舶
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航
行签证簿》、《国内渔业船舶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等与该船
舶有关的所有证书， 并将以上证书过至申请执行人吴连尚名
下。 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

李甫、黄娜：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唐海刚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琼海
执字第

30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拍卖你们名下的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山叶商住区园山大厦私有房屋一套（房产证号：海房权证
海字第

6709

号）。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

[

海南
]

琼海市人民法院
李甫、黄娜：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唐海刚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查封你们名下的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山叶商住区园山大
厦私有房屋一套（房产证号为海房权证海字第

6709

号），该房
屋的房产估价报告已作出，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东来（房）估字（

2012

）第
12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

[

海南
]

琼海市人民法院

李民峰：本院受理原告林应诉李志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被告李志椿死亡，你系被告李志椿的继承人，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

44

条的规定，通知你作为本案的被告承担诉讼。 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向你公告送达承担诉讼通知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承担
诉讼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福建
]

霞浦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安萌不慎将工作证（证件号码：聘字
第

2009031

号）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兹有朝阳法院干警李娜同志，工作证（正证及副证，编号为
京朝法

-467

号）因故丢失，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为

31300051/20202998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8

日，出票人
为商丘市睢阳区华光玻璃销售部， 收款人为许昌环宇安全玻璃
有限公司，金额为

30

万元，付款行为商丘市商业银行）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天恒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石家庄市天恒商
贸有限公司与河北长安商城有限公司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已作
出生效判决。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已作出（

2011

）石民申二字第
00040

号民事裁定，裁定对该
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限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
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受理了申请人天津市旺兰商贸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本院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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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1

日作出了
（

2012

）南民催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号码为
02775542

的转
账支票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该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凯润裕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望森诉你公
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 本院依
法采取保全措施，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

2012

南民一初字第
803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4

月
19

日（总第
528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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