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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条在民间借贷中的效力认定

今 日 聚 焦

◇

王国才
【各方观点】

要将借条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审慎认定

【法官回应】

析 疑 断 案

◇

黄晨刘玉梅

【案情回放】

原告杜某诉称，

2004

年
4

月至
2008

年，被告杨某因购房等原因，多次向杜
某借款，共计

620

万元，未约定具体的
还款日期， 现请求法院判决杨某一次
性还清全部借款。 杨某答辩称：

2004

年，其与杜某之间系热恋中的情侣，恋
爱关系已得到双方家长的认可和支
持，已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由于杜某是
女性，恋爱中难免恃宠生娇，为讨杜某
欢心， 其经常以出具欠条的形式化解
双方矛盾，但未实际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认可向杜某出
具的字条、借条的真实性，虽然其否认杜
某实际支付了借款，但根据证人证言，杜
某平时有使用大额现金进行交易的习
惯。同时，杨某多次向杜某出具欠条及借
条， 并承诺还款， 因此双方借贷事实成
立。 杨某不能证实其与杜某曾有恋爱关
系，出具欠条化解双方矛盾的辩解，不予
采信，因此杜某有权向杨某主张债权。杨

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杜某提供的证人
证言与双方的陈述有诸多矛盾、有违常
理之处，杜某对于借款方式和借款过程
的描述也前后矛盾。 当时的

620

万元相
当于现在的

3000

多万，双方及其父母均
为普通工人，除工资外没有任何其他财
产来源，杜某没有这样大额款项的出借
能力。 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认
为杜某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实
际交付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

一 案 一 议

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之间由于借贷
关系发生前存在某种信赖关系， 往往不
签订书面借款合同， 借款人只给出借人
打一张借条作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凭
证。 但一旦双方之间产生矛盾， 彼此关
系恶化， 借款人很可能矢口否认， 出借
人起诉到法院时也往往只有一张借条作
为直接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对借
条进行证据认定， 对案件的处理就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 对于借条在民间
借贷案件中的证据效力主要有以下观点：

出借人观点： 借条是书证， 在必要
时也可以成为物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
十条的规定， 它的效力优于其他的证
据； 况且根据一般生活常识， 如果双方
不存在事实上的借贷关系， 借款人也不
会随便给借条持有人出具借条， 在借款
人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效力的
前提下， 借条持有人胜诉。

借款人观点： 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
同， 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 不能仅凭
一张借条就加以认定， 原告还要证明其
确已支付了借款。 因为， 现实中存在很
多借款人已经还款但没有要回借条的情
况， 也存在被人强迫打借条等特殊情
况， 单凭一张借条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
成立， 原告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某学者观点： 民间借贷案件的借贷
事实发生非常复杂， 情况各不相同， 在
审理中， 要将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尤其
是原、 被告双方和证人的证言存在诸多
相互矛盾的时候， 要进一步调查借款人
的出借能力及贷款人的还款能力、 借贷
的起因及用途、 出借人交付的时间和地
点以及交付的形式， 综合考量债权债务
人之间的关系、 交易习惯以及证人的证
言可信度等因素予以认定。 民间借贷是
实践性合同， 原告应当就履行了“提供
借款” 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否认借
款事实或主张已经将债务偿还的， 应对
相应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犯罪分子”的认定

车祸致伤与自身疾病

结合构成伤残如何赔偿

章豪杰柴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
供借款时生效。” 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
是实践性合同， 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
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 出借人应当
就履行了“提供借款” 义务承担举证责
任。 再据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负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
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

本案中， 杜某所持有的借条的形式
虽然是真实的， 但由于杨某否认借款事
实的存在， 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

合同生效与否还需杜某继续举证， 也就
是说， 杜某应当就其已经向杨某实际给
付了钱款举证。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杜
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但其提供的证人
证言与双方的陈述有诸多矛盾、 有违常
理之处， 并且杜某对于借款方式和借款
过程的描述也前后矛盾。二审中，杨某提
交了新证据，证明在

2004

年左右，杨某和
杜某之间确实存在恋爱关系。 承办法官
鉴于该案标的额巨大，案件的事实复杂，

于是进一步询问了杜某和杨某
2004

年前
后的收入情况， 通过询问查实杜某和杨
某及其双方父母均为普通工人， 工资收
入不高并且除工资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来源， 当时的
620

万元相当于现在的
3000

多万， 杜某没有这样大额款项的出
借能力。 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认为杜某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实
际交付借款， 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

当前， 民间借贷呈现出疯狂态势，

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具体来讲， 笔
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追
求资本逐利的心理效应。 由于今年股市
大跌、 楼市不振， 越来越多的资金从楼
市、 股市中撤出， 随着借贷利率高涨，

民间借贷渐渐成了居民新的“投资渠
道”。 二是从众效应的负面影响。 据相
关媒体报道， 民间资本借贷月息回报普
遍在

2

分以上， 最高的甚至达
5

分， 即年
利率

60%

。 最先进入该行的放贷人获得
了巨额收益， 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蜂拥
而入， 甚至有些银行、 上市公司、 生产
型企业也投身其中。 三是房地产、 矿业
等行业资金需求量大。 在信贷紧缩、 楼
市调控背景下， 不少规模较小的房地产
企业资金链趋紧； 另外， 这几年矿产行
业高速发展， 也急需大量资金的注入。

这两个行业的一冷一热也使民间资本借
贷空间迅速扩大。 四是小企业融资困
难。 今年全球经济不景气， 出口急速减
少， 小企业生存环境不乐观， 但由于金
融政策等原因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小企业
寥寥无几， 更多的小企业希望通过民间
借贷完成融资。

相对于传统民间借贷而言， 民间借
贷的形式发生了的巨大变化。 笔者通过
比对民间借贷案件在主体、用途、法律关
系复杂性等方面的不同， 认为民间借贷
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传统民间借贷，

另一种为民间资本借贷。 传统民间借贷
的当事人之间往往具有特殊的人身关
系，一般多发生在熟人、亲友之间。 建立
在血脉之情、朋友情谊、熟人信任、老乡
之间的情感基础上； 现在的民间资本借
贷关系中往往会有担保人， 有的甚至担
保公司或地下钱庄就参与其中。 传统民
间借贷在用途上往往具有救急的功能，

比如说购房、升学、治病等；民间资本借
贷具有极大的资本性质， 当事人都以盈
利为目的，借贷人借贷用于投资，出借人
往往以获得高额的利息为目的。 传统民
间借贷法律关系较为简单， 往往都是民
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 当事人往往只涉
及出借人和借贷人； 而民间资本借贷法
律关系较为复杂，不仅有债权债务关系、

商事担保关系， 还涉及到国家的金融政
策法规等。 传统的民间借贷由于具有应
急的功能，往往涉及的金额不高；而民间
资本借贷由于具有投资的功能， 数额至
少上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

正是由于民间借贷的形式发生的巨
大变化，其中蕴含的风险也快速增长。据
相关媒体报道， 以贷款为主业的担保公
司的钱不是自己的， 基本都是从民间借

款来的， 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
人，中间人再把钱交给公司，是层层上交
的金字塔形式， 甚至有些地方有的年逾
六旬的老人都愿意将“养命钱” 用来放
贷，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成百上千
个普通家庭的借款就会血本无归。 民间
资金热衷高利贷反映出当前贷款结构不
合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房地产行业死
守挣扎和矿业追逐暴利。 一旦经济环境
发生变化，房价价格下跌，民间高利贷极
有可能爆发巨大风险，引发一系列纠纷，

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民间借贷法律关
系越来越复杂， 案件事实的认定困难重
重，为有效应对民间借贷疯狂背后所带来
的案件压力，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根据
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的特点，慎重认定
借条的证据效力，谨慎认定借贷关系的成
立，具体情况可分为以下两种：

1．

传统民间借贷中借条具有显著的
证据效力。 传统民间借贷案件， 数额较
小，当事人之间身份较为亲密，出借人具
有支付能力， 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
付，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民
间传统借贷的交易习惯和具有的救急功
能，出借人提供借条的，一般可视为其已
完成了举证责任， 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
实存在。 借款人没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
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借款事实存在，被告
应当还款。

2．

民间资本借贷案件中借条要结合
其他证据审慎认证。 民间资本借贷数额
较大，当事人借贷的目的都具有盈利性，

风险意识理应较强。 当事人主张是现金
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
需要进一步审查出借人的经济实力、借
款人的偿付能力、 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
系、交易习惯、相关证人证言以及借贷行
为发生前、后双方的业务往来、交往联系
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生活常识等，准
确掌握案件事实， 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
实发生。必要时传唤出借人、借款人本人
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

地点、支付方式、钱款用途等具体事实和
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

在认定交易习惯时候， 要充分考虑行业
的特点、社会的风俗习惯、借贷的目的和
当事人间的习惯性做法等因素。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情】

被告人张某案发时系某派出所民
警。

2009

年
9

月
19

日，被告人张某利
用工作之便， 在公安局内网上查到石
某（现已判刑）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上
网追逃，同案人有田某（现已判刑）、黄
某（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决定刑
事拘留，现在逃）等人，张某便打印一
份石某在逃人员信息表（经鉴定属“秘
密级”国家秘密事项）。当日下午，张某
将该信息表故意拿给田某的朋友郑某
看， 郑某得知后将该信息告诉田某的
妹妹（另处）。次日凌晨，张某又来到郑
某的租住房处， 将该信息表交给田某
的妹妹， 田某的妹妹看后当着张某的
面给黄某打电话， 告诉黄某其同田某
等人已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 张某还
接过电话授意黄某潜逃。

【争议】

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

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存在两种不同
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帮助犯罪分子
逃避处罚罪的“犯罪分子” 应当是指
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罪犯”， 由
于张某在给在逃人员信息表时， 石某
等人尚未被人民法院判决定罪， 故张
某不构成本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帮助犯罪分子
逃避处罚罪中“犯罪分子” 并不限于
已决犯。 即作为被帮助对象的“犯罪
分子” 是否经法院审判并定罪， 法院
经审理认定的罪名是否与公诉机关起
诉罪名一致， 甚至于是否构成犯罪，

均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

下：

1．

“犯罪分子” 一词并不仅指法
院最终判决有罪的已决犯。 综观刑法
与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 犯罪分子

一词较多指犯罪嫌疑人、 刑事被告人、

罪犯， 但并不限于经人民法院审理并确
定为有罪的被告人。 犯罪分子一词本身
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对其含义的准
确把握， 不仅要以解读法律规范的字面
含义为依据， 而且还应结合具体的适用
场合与语境去理解， 特定情况下甚至离
不开对立法本意探究， 仅从字面含义理
解往往可能导致断章取义的结果。 结合
本罪法条， 从该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得出
“犯罪分子” 是已决犯的结论， 因此对
“犯罪分子” 的界定有必要进一步借助
其他分析方法。

2．

从本罪犯罪构成来看， 犯罪分子
是否经法院审判及定罪量刑， 并不影响
罪名的成立。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 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 提供便
利，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 该
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
常活动。 本罪旨在惩罚负有查禁犯罪活
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帮

助行为， 至于被告人实施帮助行为之后
犯罪分子是否成功逃避处罚， 或者犯罪
分子经过审判之后是否被认定为犯罪，

并不是本罪构成要件。 只要被告人为达
到帮助“犯罪分子” 逃避处罚的目的，

实施了帮助行为， 就已经侵犯了本罪的
犯罪客体， 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结合本
案， 张某作为派出所民警， 在明知田某
等人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仍将属于保
密信息的在逃人员信息表交给田某的妹
妹， 并授意田某逃跑， 其行为符合本罪
的构成要件。

3．

如果仅将犯罪分子限定为经依法
审理确认为有罪的罪犯， 将有悖于程序
法和实体法的逻辑。 其一， 若本罪须以
被帮助的对象经审判且被认定有罪为前
提条件， 那么就诉讼程序设置而言， 本
罪的诉讼程序须以被帮助者经法院审判
定罪后才能继续推进， 本罪诉讼期间如
何设置将成为障碍； 其二， 就本罪的独
立性而言， 若本罪需以被帮助对象在实
体上被认定为犯罪， 那么照此逻辑推

演， 在被帮助对象经法院审理未构成犯
罪的情况下， 提供帮助行为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也就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
处罚罪。 本罪名的独立性就缺乏足够的
逻辑和法理依据。

4．

若将犯罪分子狭义的理解为已决
犯， 将产生负面的立法导向作用， 不利
于司法机关及时追查犯罪事实、 准确
定罪量刑。 一方面， 负有查禁职责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帮助行为如
果使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 那么
帮助者将不构成本罪； 若犯罪分子未
能逃脱法律制裁， 帮助者则构成本罪。

这极可能导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
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便利条件，

从而带来负面的社会效果。 另一方面，

若对犯罪分子做狭义解释， 司法机关
即便发现行为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
处罚的犯罪事实存在， 但由于被帮助
的犯罪分子尚未被逮捕或经审判定罪，

在被帮助者是否犯罪以及罪名尚不确
定的情况下， 不能及时对实施帮助的
行为人进行立案侦查， 导致放纵犯罪、

贻误打击犯罪的时机。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2010

年
10

月
10

日
12

时
许， 张某驾驶轿车与梁某驾驶的电
动自行车相撞， 造成两车受损、 梁
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

10

月
13

日， 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 认定张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事故发生后， 梁某当即被送
往当地医院治疗， 住院

41

天， 共
用去医疗费

2

万余元。 后经司法
鉴定， 梁某的伤情即颈

5-6

、

6-7

椎间盘突出及双上肢颈髓压迫已致
其日常活动能力受限， 构成道路交
通事故

X

（十） 级伤残； 其上述病
情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本次交通事故参与度约为
75%

。 保险公司认为， 既然司法鉴
定认为交通事故对梁某的伤情造成
的影响为

75%

， 那么梁某的所有
损失均应按

75%

的比例计算。 而
梁某则认为， 此次住院治疗完全是
因交通事故引起， 故所有的损失均
要由侵权人及保险公司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 对于因交
通事故引起的治疗费、 护理费、

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
费、 交通费等费用应由侵权人全
额承担， 但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
害抚慰金应按

75%

比例计算。 理
由如下：

第一， 梁某的损伤后果是交
通事故致伤和其自身轻度颈椎退行
性病变共同作用所引起。 根据梁某
的病历记载及所拍摄的

CT

片， 可
以确认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就存在
颈椎退行性病变， 且司法鉴定意见
书已在分析中作出了明确的意见，

所以梁某的十级伤残是交通事故造
成的损伤和自身的原有疾病相结合
而造成。

第二， 梁某的大部分损失应
由侵权人承担。 梁某在事故发生
前， 虽有自身轻度颈椎蜕变， 但此
病情并不影响梁某的正常生活， 更
不会因此而引发住院、 需护理及因
病休息等情况出现。 梁某的此次住
院治疗完全系因交通事故所致， 故
因住院而直接支出的医疗费、 护理
费、 交通费、 住宿费、 住院伙食补
助费以及误工费、 必要的营养费等
损失， 应由肇事方承担， 而不应考
虑事故参与度。

第三， 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非直接性财产损失， 应
考虑事故参与度予以赔偿。 残疾赔
偿金是对受害人今后预期收入减少
的一种补偿； 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
指受害人因伤致残后， 对其精神上
的一种慰藉。 本案中， 由于梁某自
身的因素对于此次伤残结果有一定
的影响， 应借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中关于“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
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的方式
来确定原因力大小， 从而确定具体
的赔偿份额。 如不考虑事故参与
度， 由侵权人全额赔偿残疾赔偿金
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直接性财产
损失， 则有失公平。 故在计算梁某
的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时
应扣除由其自身原因引起的

25%

的
伤残参与度。

（作者单位： 浙江省湖州市吴
兴区人民法院）

当前，民间借贷呈现出复杂态势，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审慎认定借条和其他证据———

李国强、叶淑贞：本院执行的郑承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龙执行字
第

229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
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龙海市人民法院（

2011

）龙民初字第
1253

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支付郑承传货款

246178

元及利息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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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
即视为送达。

[

福建
]

龙海市人民法院
喻桂钰： 本院执行刘娇婵诉你与李云清民间借贷一案，因

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需依法评估你与李云清共
有的福鼎市桐山街道育贤巷

37

号育贤新居
A

幢
102

号房产。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行装科机选司法评估机构，逾期
视为放弃权利。

[

福建
]

福鼎市人民法院
洪时生：本院受理晋江市大禹五金雨具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

2011

）澄执字第
185

号执恢字第
1

号一案，现予公告送达恢复
执行通知书。 本院依法委托汕头市澄海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
对你所有的澄海区宜馨花园

1

幢
403

号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
出澄价认（

2012

）

6

号房产价格鉴定结论书，现予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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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广东
]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长沙利璞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在执行长沙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申请强制执行长沙利璞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处罚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书：

1

、 本院
（

2011

）岳非执字
153-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评估、拍卖
你公司坐落在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三段

186

号利璞大厦
7003

房屋（产权面积为
45.74

平方米）。

2

、湖南思远四达房地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评估报告：对你公司在估价时
点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CNY

：

222251

元，如你公司对该评估报
告有异议，可在本通知送达之日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

3

、协商确定拍卖抵押房地产拍卖机构的通知书，内容为：限
你公司在本通知送达之日后十日内第一个星期一上午

9

时到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512

办公室协商拍卖结构，逾期未来确定
的，本院报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摇珠方式拍卖机构进行
拍卖。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南
]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谢卫红：林义文申请执行与你、孙卫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托湖南恒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谢卫红所
有的位于资阳区大码头办事处金花坪社区（权证号为：益房权
证资字第

00100900

号）的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现依法向你送达
益恒永评字

2012030802

号评估报告书，并送达（

2011

）资执字
第

186-1

号执行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异议又不履行义
务，本院将依法对该房地产予以拍卖。

[

湖南
]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
何小盘、何赞高：本院受理廖秋生申请执行（

2010

）郴北民
二初字第

159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依法委托湘南远航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房价资产评估报告书湘远航
2012

房估字第
H0246

号股价报告书， 现予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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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湖南
]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胡玉香、程时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南昌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湖支行申请执行你们两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
出
(2011)

东执字第
107-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们所有的
位于新建县长水工路

1

号
3

栋
2

单元
402

室房屋
1

套，并已
委托江西居易房地产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房屋作出鉴定书。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东执字第
107-2

号执行裁定书及
赣居易

(2011)(

司鉴
)

字第
150

号司法技术鉴定书。

[

江西
]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龙志坚： 本院受理陈亮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黎法执字
第

110-1

号执行裁定书
,

拍卖你所有的座落于黎川县日峰镇港

洲路房屋所有权证为黎房权证日峰初字
2006-328

号建筑面积
为

43.58

平方米店面一孔， 并责令你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来本院随机选择评估和拍卖机构。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江西
]

黎川县人民法院
大连恒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孙

连生与你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执行一案，（

2011

） 中民初字第
175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中执字第
210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于公告期满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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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
]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腾达房屋开发公司四分公司：本院在执行石永新与你

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公告送达本院
（

2012

）中执字第
5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司于见到本公告或本
公告送达日期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

2010

）中民初字第
211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协助办理房屋产
权登记手续之义务。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

辽宁
]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刘志新：本院受理满洲里农村合作银行中苏路支行申请执

行你和高艳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2

）满执字第
75

号执行裁定书，即拍卖刘志新所有的座落
于满洲里市通河小区

MFK1

号综合楼
2－1

住宅。同时向你送达
《房地产估价报告》，经呼伦贝尔市新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你所有的房产价格为

36.85

万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届满，本院将依法对你的房产进行公开
拍卖。

[

内蒙古
]

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黄爱义：本院受理达来申请执行（

2011

）杭民二初字第
12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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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杭锦旗人民法院
荣国强：本院受理李春茂申请执行山西省阳曲县人民法院

（

2011

）阳民初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2

）阳法执字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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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阳曲县人民法院
陕西秦莽源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束润龙与梁晓娟、薛

怀智、李晓妮、陶金贵诈骗纠纷一案，申请人束润龙申请执行
（

2009

）莲刑初字第
420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查封
了陕西秦莽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陕

AGC169

北京现代吉普车
一辆，并对该车依法进行评估，评估市值为

7.11

万元。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估价报告。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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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
车辆。

[

陕西
]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詹天水：本院受理王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申请人王梅申

请执行（

2011

）韩民初字第
0014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2

）韩执前审字第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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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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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
]

韩城市人民法院
薛海琴：本院受理张江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张江华申请执行（

2011

）韩民初字第
0073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韩执前审字第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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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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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
]

韩城市人民法院
王存林、黄素君：本院受理董泞玮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1

）青羊民初字第
2386

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们未按判决所确定的时间履行义务，

申请人董泞玮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2

）青羊执字第
576

号执行通知书。 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的
后

3

日内自动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视性
质、情节和如果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赁信福、赁碧英、赁信忠：本德英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青羊
执字第

583

号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王民：本院受理的樊湘然申请执行你及郑日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武侯执字第
638

、

161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

2010

）武侯民初字第
2187

号
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樊湘然履行偿还借款

4.4

万元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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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聚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德君、张成炳：本院受理

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公
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6

）武侯执字
第

848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按照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6

成证内经字第
18207

号执行公证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
履行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川聚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川虎、 伍萍： 本院受

理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
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6

） 武
侯执字第

843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按照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

2006

成证内经字第
18213

号执行公证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
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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