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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破解巨额国家赔偿案
中院未严格遵循有关划拨出口退税款的 要办案法官参加的专案小组， 并迅速调令 了短短两三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该项工
城建投资运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在一
何
分
割
地
款
又
成
难
题
规定具有很大关系， 德州中院有责任协 正在北京出差的刘辉东和刚从外地学习回 作。 据当地天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如
起， 共同协商具体分配金额等细节性问
司法行为是否违法存分歧 助执行。 现在案件执行尚未终结， 可以 到德州的民二庭副庭长邹勇等精兵强将， 资产评估报告书， 该宗土地价值为 利益兼顾各方皆大欢喜 题。
成德州中院协助青岛海事法院执行， 分别从北京、 德州两地出发， 顶着严寒风 1661.53 万元。
当天下午， 在德州中院起草的和解协
当事人合法权益必须维护责
元的土地款怎么分 议书上，律师刘女士代表香港某船务公司，
“这
1661.53 万
并督促其加大协调执行力度， 尽量弥补 雪， 迅速赶到青岛集结。 适逢青岛海事法 “要整体拍卖这块土地， 必须动员德
诉人香港某船务公司是总部设 当事人的损失。” 山东高院院长周玉华 院有关办案人员正准备到南方出差， 他们 州农行解除对其土地的抵押权； 而要德州 呢？ 能全部给付香港某船务公司吗？ ” 以及开元公司、德州农行、城建投资运营公
“申
在香港的企业， 申请国家赔偿数额 经过深思熟虑， 提出了解决案件纠纷的 便当天找到其做说服工作， 要求青岛海事 农行解除抵押权， 必须由开元公司清偿在 此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计算，开元公 司的主要负责人一一郑重地签字或加盖公
万元， 这是一起申请赔偿数额 新思路， 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法院对此案执行程序暂缓办理终结手续。 德州农行的贷款本息； 可是， 此时的开元 司拖欠香港某船务公司的案款本金和逾期 章。 根据各方自愿达成一致的该和解协议
2000 多
巨大的国家赔偿案件， 若处理不当， 就 根据审委会的意见和院领导的指 “我们已经用尽了执行手段， 开元公 公司已经没有能力清偿这笔拖欠一年多、 利息已高达1700 多万元；根据德州中院的 写明：香港某船务公司同意以1246 万元结
会影响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尊严和人民 示，山东高院向德州中院发出公函，同时 司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你们还会 金额数百万元的贷款本息， 怎么办呢？ ” 许诺， 其中的220 万元还要用于清偿开元 案，其中包括德州中院协助执行的198 万元
法院的声誉！” 受理申诉后， 山东高院 赔偿办主任唐明通过电话向德州中院院 有什么新招数吗？”
办案法官们对此十分清楚。 为此， 德州中 公司拖欠农业银行的贷款本息；另外，开元 退税款和土地款中的1048 万元； 土地款中
赔偿办的办案法官很快意识到办好这一 长尚洪立具体阐明省高院的意见， 强调 青岛海事法院的法官满腹狐疑。 由于 院把主要精力又放在了做德州农行的动员 公司的负责人也企图从中分得部分款项留 的220 万元给付德州农行，抵作开元公司拖
案件的责任和分量。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才 青岛海事法院担心会引起申请人香港某船 工作上， 承诺在土地拍卖后将其中220 万 作公司正常运转费用。 “ 这僧多粥少的局 欠其贷款本金的一半，德州农行同意解除在
“让
围绕德州中院查封划转的司法行为 是解决案件矛盾纠纷的根本之策， 院领 务公司的强烈不满， 刘辉东便当即又找到 元土地款用于清偿开元公司拖欠贷款的本 面，真是让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刘 该宗土地上的抵押权利；开元公司同意将该
是否违法这一焦点问题， 山东高院赔偿 导要求中院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解决问 青岛某律师事务所为香港某船务公司担任 息。 “如果该宗土地再不拍卖变现， 德州 辉东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城建投资运营公司；
办投入大量的时间、 人力和精力， 做了 题。”尚洪立表示， 一定按照省高院的要 诉讼代理人的刘女士等人做工作， 并直接 农行的经济利益也将遭受损失并不断扩 为了达到案结事了、 无任何“ 后遗症” 城建投资运营公司同意以1661.53 万元受
大量的调查、 研究、 讨论， 专门征询了 求办理， 妥善解决纷争。
拨通身在香港的邱总经理手机， 与其进行 大，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刘辉东在 的目的，德州中院主要领导又亲自出动，一 让该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属物。对此，
省人民银行和省地方税务局的意见。 为 “找准了妥善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 了一番前述发自肺腑的真诚对话。
对德州农行的相关负责人说。 最终， 德州 轮轮地做各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努力让 德州中院当即依法裁定确认。
慎重起见， 副院长刘爱卿组织有关法官 是最关键的。”唐明对记者说。随后，山东 后来， 副院长刘建华亦亲自上门， 多 农行同意解除对该块土地的抵押权。
各方当事人作出最大让步。
第二天， 城建投资运营公司按约定办
与德州中院院长、 副院长、 办案人员座 高院主办案件的法官经常与中院电话联 次与青岛海事法院的负责人交换看法和意 “为了拍卖这块土地， 我们也做了大 期间，当得知1600 多万元土地款不可 理了该宗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并将
谈， 充分交换意见， 还把省高院赔偿 系，掌握进展情况，督促工作进程。 德州 见， 共同分析研究该案继续执行的必要性 量的工作， 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但最终 能全部给付香港某船务公司时， 其代理律 1661.53 万元的土地款及时划拨到德州中
办、 执行二庭、 民一庭负责人召集到一 中院也认识到， 只有积极协助青岛海事 和可能性。
也没有拍卖出去！” 作为专案小组成员的 师刘女士犯了难，认为自己难以擅自做主， 院， 由其按约定分别过付给香港某船务公
起， 围绕海事法院财产保全是否有效、 法院继续查找开元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 原来， 在德州中院联系要求青岛海事 执行法官李占军介绍说。 由于该宗土地仍 经电话请示邱总经理，发现其也“变了卦”， 司和德州农行。
德州中院保全、 执行是否合法等关键问 并追索回剩下的1000 多万元案款，此案 法院延展执行期限、 移交执行案卷的同 被某部队占用着， 且地面有包括通讯电缆 声称“绝不让步”。 后经法官们长时间地再 让山东高院和德州中院都没有想到的
题进行深入研究， 联合“会诊”。
矛盾纠纷方能解决， 法院的形象也才能 时， 他们还组织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执 在内的大量军用网线等设施， 虽然德州中 三利用远程电话调解， 香港某船务公司及 是， 如此结案带来了多方面的良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是否 维护！工作重心和着眼点的转变，使得案 行干警天天“泡” 在开元公司， 动用各种 院上门访遍了当地数十家房地产开发商， 其委托律师总算同意放弃了100 多万元的
这么艰难、 时间这样紧的情况
“在
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直接划拨退税款问 件处理走向和谐解决之路。
关系和手段， 深入排查开元公司的可供执 但都认为无利可图， 没有一家愿意参加竞 本金和全部逾期利息。
下， 德州中院能够为我们挽回千万元的经
题的批复》 指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和协调好青 行财产。 很快发现， 开元公司还有一笔尚 拍。 这下子又让德州中院的办案人员犯了 “工作最难做的是开元公司！ ”刘辉东 济损失！ 这让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远在
口货物退（ 免） 税管理办法》 的有 岛海事法院的关系， 山东高院赔偿办的 未到国税局办理申请手续的进出口退税款 大难！
介绍说。 由于开元公司的负责人担心唯一 香港的邱总经理高兴地给德州中院负责人
《出
关规定， 企业出口退税款， 在国家税务 承办案件法官王颖多次给申诉人的代理 198 万元， 还有一块位于德州市湖滨北 “ 能不能由政府有偿收回这块土地， 的土地资产卖掉却得不到钱， 易遭职工们 打电话致谢。
机关审查批准后， 须经特定程序通过银 人打电话， 详细介绍案件协调执行工作 路、 使用权归开元公司所有的13700 平方 拿出钱来作为案款？” 这期间， 在德州中 唾骂、抬不起头，曾一度拒绝办理土地转让 2011 年4 月26 日， 香港某船务公司
行（ 国库） 办理退库手续退给出口企 进度， 耐心细致地安抚情绪激烈的申诉 米土地。 这为该案继续执行带来了极为难 院请示市政府将该宗土地性质审批为商业 手续。德州农行也曾表示反悔，称法院只同 向山东高院申请撤回关于确认德州中院违
业。 国家税务机关只是企业出口退税的 人。 办案法官以当事人为本的精诚态度 得的希望！
用地工作中， 不知谁提出了这样一个“妙 意给付其贷款本金的一半即220 万元， 让 法办案的申诉， 从而使此起涉案金额巨大
审核、 审批机关， 并不持有退税款项， 和工作作风， 逐渐打消了申诉人的顾 “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香港某船 点子”。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获得足够的 其难以接受。
的国家赔偿案以撤诉方式结案。
故人民法院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虑， 坚定了其相信人民法院公正司法、 务公司和青岛海事法院都被德州中院的主 资金用于执结案件， 同时又可以维护德州 “ 土地是死的， 抵押越久损失越大， 资 涉案土地有偿转让成功， 为开元公司
二十五条的规定， 要求税务机关直接划 依靠人民法院妥善解决纷争的信心， 接 动和真诚所感动。 很快， 香港某船务公司 市经济利益不受损失， 可谓一举两得！ 于 金盘活才能加快周转，获得更多的收益！ ” 清偿了两笔拖欠款， 也为德州农行盘活了
拨被执行人应得退税款项， 但可依照民 受人民法院协调维权解决问题的方式， 抱着试试的心理， 同意再延缓一下执行终 是， 院长尚洪立亲自出马， 一趟趟地跑市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于是，德州中院又 220 万元的资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要求税务机关提 主动配合人民法院的协调执行。 另一方 结期限； 青岛海事法院亦决定恢复执行， 委、 市政府， 找书记、 市长反复做说明、 争取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协助，动员当地各
重要的是， 如此调解结案的结
“最
供被执行人在银行的退税账户、 退税数 面， 山东高院赔偿办的王颖法官还与青 于2010 年12 月10 日， 办理了委托德州 解释、 沟通、 协调工作； 为了让市领导们 种社会力量参与协调、做调解工作，最终促 果， 避免了国家拿钱为被执行人开元公司
额及退税时间等情况， 并依据税务机关 岛海事法院办案人员进行沟通， 要求他 中院查封、 扣押、 冻结198 万元和13700 了解这块土地的现状和商业开发价值， 副 使开元公司和德州农行也都平静地接受下 ‘埋单’， 也避免了德州中院承担巨额国家
提供的被执行人的退税账户， 依法通知 们与德州中院一起做好协调执行工作， 平方米土地的相关手续。
院长刘建华曾两次顶着细雨， 亲自到该宗 来。
赔偿的风险， 维护了人民法院的良好形
有关银行对需执行的款项予以冻结或划 及时通报案件情况。
是一个非常晴朗 象， 可谓皆大欢喜。” 德州中院院长尚洪
，这
岛海事法院为 土地上拍摄相关照片……
2011 年
4月
18 日
， 青
2011 年
4月
8日
拨。” 从德州中院下达给国税局和银行
更加方便执行， 还正式移送该案卷宗， 委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德州市政府 的日子，也是让德州中院法官难忘的日子。 立和法官们都如释重负。
动司法积极协助执行 托
的协助通知来看， 德州中院要求国税局 能
德州中院执行， 并给予限期不足一个月 批准由其城市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评 这天上午， 在经过前期做工作、 与各 山东高院院长周玉华得知此案处理结
将开元公司的退税款划拨至所指定的建
的执行时间。 青岛海事法院在委托执行函 估价格收回这宗土地， 从而使香港某船务 方当事人达成协商意向的基础上， 德州中 果后， 作出如下批示： “每起案件的处理
态
度
真
诚
获
得
各
方
信
任
行账户， 与该司法解释精神不符—
—— 山
中载明： “在2011 年4 月30 日前将执行 公司申请执行开元公司一案出现了根本性 院将香港某船务公司委托的律师刘女士、 都可能有多种方案、 途径、 方式。 跳出就
东高院法官们的认识趋于统一。
们能执行得了吗？ 青岛海事法 裁决权、 实施权一并委托你院， 逾期退回 转机！
开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 德州农行以及 案办案的框子， 就可能柳暗花明！”
“你
而德州中院认为： “我院查封开元 院执行两年多也没有结果， 你们能有什 我院继续执行。”
公司在国税局的出口退税款， 是有申请 么法子？”
地“烫手”拍卖难找下家
人的申请， 并出具了相关的查封裁定、
放心， 我们德州中院领导非常 土
“请
采
访
手
记
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 手续齐 重视并亲自抓这个案子的执行， 而且我 院
地
活
长
出
马
终
将
“死
”盘
全， 程序合法。 办案人员要求税务机关 们和开元公司在同一城市， 熟悉该公司
将企业的退税款直接划至指定账号的行 的情况。 如果你们同意再延长点办案时 “这块土地能出手卖掉变现吗？ 有没
为虽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批 间， 由我们协助继续执行， 请相信我们 有执行价值啊？”
复， 但并非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所禁止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当刚刚看到开元公司还有这块13700
的， 并无不当。”
这是2010 年12 月初的一天， 德州 平方米土地时， 德州中院的法官人人脸上
现， 但此冲突， 并不改变民事案件当事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自1995 年 课题。
由于山东高院与德州中院认识存在 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兼执行一庭庭长刘辉 流露出难色。
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以来， 各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办副主任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被执行人对生效民
1月
1日
分歧， 该确认之诉案件审理工作花费了 东与香港某船务公司邱总经理之间在手 经测量， 这块土地实际面积12008 平 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家赔偿案件逐年增 王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民事诉讼中 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仍必须履行。
很长时间。 山东高院召集德州中院院 机上的一段对话。
方米， 而且还有一座占地1692 平方米的 多。 案件的审理对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 的司法行为所引起的国家赔偿案件情形 一方面， 生效民事判决要得到执行，
长、 常务副院长和赔偿办、 执行庭、 审 原来就在前不久， 德州中院获悉， 居民宿舍楼。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国家机关依法 比较复杂， 常涉及多个案件、 多道法律 民事权利要实现， 方能使国家赔偿纠纷从
监庭以及原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面对面 青岛海事法院考虑该案执行期限快要届 法官们调查发现， 这块土地属于工业 行使职权， 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都起 程序， 各种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相互交 根源上得到化解； 另一方面， 又不能简单
地进行沟通交流， 也未能达成共识。 满， 并已经确认开元公司无可供执行财 用地， 并且因不易变现、 开元公司拖欠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中， 相当部分国 织。 处理案件， 必须厘清事实， 理顺法 地由国家赔偿了事， 只有坚持能动司法，
“该
案事关重大， 索赔数额2000 多万 产、 案件执行不能， 正准备对香港某船 款等原因， 已抵押给了农业银行德州支行 家赔偿案件由民事保全、 执行行为引 律关系， 区分各自的法律责任， 该由国 将国家赔偿案件和民事、 执行案件通盘考
元， 不但德州中院和有关法官的思想压 务公司申请执行开元公司一案办理终结 （以下简称德州农行）。 眼下， 根据德州市 发， 而国家赔偿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家赔偿的国家要赔偿， 该由相关责任人 虑， 充分发挥其他救济途径的功能作用，
政府的安排， 整块土地正在被某部队借用 定又不尽完善， 使得案件处理存在极大 承担的由责任人承担， 唯有如此， 方能 才能“ 案结事了人和”， 才能实现法律效
力很大， 我们的办案压力也很大， 不得 手续。
不细致而又谨慎啊！” 山东高院赔偿办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如果执行终结 作训练场地， 借用期限两年。 “我院执行 争议和困难。 特别是近几年来， 随着民 在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中既落实宪法 果、 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鉴于民
主任唐明解释说。
裁定书正式送达生效了， 该案将再也不 办案中也曾发现过这块土地， 当初考虑很 事诉讼案件的增加， 由不同司法机关司 “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承诺， 又避免国 事执行程序尚未终结， 加大执行力度， 使
案件最终提交山东高院审判委员会 能恢复执行， 那么， 山东高院和德州中 难卖出变现、 没有执行的价值， 所以放弃 法权冲突而导致的国家赔偿案件也呈逐 家替代他人承担责任， 使国家利益受 被执行人尽快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
讨论。 尽管委员们讨论热烈， 也没有拿 院既定的解决案件思路和方案将无从实 了。” 青岛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说。
年增多的趋势。 此类案件的赔偿数额通 损。
务， 迅速实现国家赔偿申诉人合法债权，
出一个能够圆满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施， 德州中院即便有心有力协助执行此
块土地的‘ 死’ 与‘ 活’， 事关 常非常巨大， 一方面会给政府增加沉重 王颖说， 在本案中， 香港某船务公 是该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
个法院的司法行为发生冲突， 单纯 案， 也将再也没有机会和可能。 此时， 申请执行人的实体权益能否得到全面实 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 也常常造成当 司作为青岛海事法院民事执行案件中的 这起国家赔偿案件的圆满解决， 使合
“两
从某个案件看各有其道理， 但从当事人 德州中院可能要承担巨额国家赔偿， 其 现， 事关整个案件执行工作的成败转机。 事人民事权利与国家赔偿责任的混合， 申请执行人， 认为德州中院在另一起民 法权益得到切实救济， 申诉人与国家司法
的权利角度看， 香港某船务公司的民事 司法形象将受到严重损害！ 就会节外生 一定要把这块土地变现盘活！” 德州中院 因此， 如何通过能动司法， 寻找妥善的 事案件中对被执行人财产所采取的保全 机关由对立情绪转为满意， 生效民事判决
案件执行不能是两个法院的司法行为冲 枝， 案件会久拖不决， 矛盾会更加激 的一班决策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也抱定 处理方式， 合理区分当事人民事权利与 措施， 妨害了其民事权益的实现， 因而 得到履行， 社会公共资源得到节约， 体现
突造成的， 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原因， 我 化！
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国家赔偿责任， 保护和实现当事人合法 申请确认德州中院的民事保全行为违 了调解在司法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山东
们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能让 德州中院院长尚洪立当机立断， 组 由于执行期限只有20 天左右， 时间 民事权益， 同时尽量避免国家利益受 法。 客观上讲， 保全行为和执行行为之 高院、 德州中院的做法无疑给解决这类案
当事人自行承担受损害的后果。 香港某 成由自己挂帅， 副院长刘建华和党组成 非常紧张， 德州中院首先迅速着手土地价 损， 成为法院和法官必须面对的一个新 间存在冲突， 不利于申诉人民事权利实 件纠纷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思路。
船务公司的案件未能得以执行， 与德州 员、 执行局局长郭仁军以及其他数名主 值的委托评估鉴定工作。 结果， 他们只用
上接第一版

发挥调解在国家赔偿案中的独特作用

送达裁判文书

江中喜、文兴海、王定琴：本院对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昌民初字第1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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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马振波：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百思得会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北京尚德宝润印刷有限公司、被告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义和
庄村经济合作社、被告马振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大民初字第252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百思得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
求。 案件受理费70 元，由原告北京百思得会议服务有限公司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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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唐帮柱： 本院受理原告李淑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
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2）铜法民初字第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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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庆]铜梁县人民法院
[重
苟潇： 本院受理苟怀忠、 苟潇诉重庆市南岸区城市建设动
迁工程办公室、 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苟潇公告送达（2011） 渝五中民终字第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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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 年12 月27 日受理了申请人吉林省华安电器
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票面金额人民币10 万元，出票日期2011 年
月 日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惠安支行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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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2012）惠民催字第1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2012 年
5月
9日
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吉林省华安电器销售
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惠安县人民法院
王良祥：本院受理张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 黔盘民初字第308 号民事判决
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忠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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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州]盘县人民法院
[贵
元森： 本院受理原告包国臣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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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让民初字第1704 号
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之日起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
15 日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黑
奥伏生光伏公司（AUVERSUN S.A.S.）： 本院受理江苏亚
邦太阳能有限公司诉奥伏生光伏公司（AUVERSUN S.A.S.） 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商外初字第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 个月内
（2011）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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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治涛：于学刚、高远和诉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现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大海东商初字第88、
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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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九份，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1050005320662602，
10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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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执行文书

种畜（ 天津）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
武清海关申请强制执行“津武关缉违字[2011]1 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2）
二中行执审字第4 号行政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任勇涛： 本院受理的王矿生申请执行（2011） 山民初字第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
7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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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拒不履行的， 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南]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河
沈阳富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供
销社与你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执行一案[（2011） 沈苏执字
第1101 号]，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查
封房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
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给付义务， 逾期履行， 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十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术处确定对被查封房屋的评估机构。
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辽
沈阳富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供
销社与你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执行一案[（2011） 沈苏执字
第1102 号]，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查
封房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
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给付义务， 逾期履行， 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十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XY

术处确定对被查封房屋的评估机构。
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辽
阎兴国、 大连保税区博丰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北京
哈威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评估部门对被执行人阎兴国位于大连开发区现代城8
栋-31-2 号房屋委托评估， 已作出大连中恒信房估字（2012）
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结论为88.61 万元， 现予以公
9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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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内提出异议，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辽
李国爽：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长治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申请执行你税务行政处罚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行执字第2 号行政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2012） 长
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西]长治县人民法院
[山
陈拽杵： 本院受理许红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人
许红山申请执行（2011）洪民初字第98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2） 洪法执字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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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山
山西省运城市海世达糖酒副食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原告
梁三管、 梁俊峰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2）运盐执字第329 号执行通知书，（2012） 运
盐执字第329 号执行裁定书，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5 日内履行（2011） 运盐民禹初字第202 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山
王清亮： 本院执行的关于赵宗、 王锋与王清亮交通肇事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0）临刑初字第152 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权利人赵宗、王锋向本院申请执行。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

院（2012）临执字第1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7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临县人民法院
[山
陈雷、 胡建荣：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蜀都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2）锦江执字第547-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江民初字第166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
（2010） 锦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四
熊敏、 程朝蓉：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蜀都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2）锦江执字第548-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7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江民初字第206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自公告
（2010） 锦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四
成都锦城房屋开发公司：本院执行的罗祖国与你公司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2）武侯
执字第78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的
内向申请执行人罗祖国办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南街
3日
附1 号房屋的产权证。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
7号
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
宛建桥、 刘凤平： 本院执行的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高新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成都衡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成衡评报字
评估报告书， 如你们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
（2012） 第
12130 号
请于本公告送达后的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未
提出异议又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以评估
价4.6 万为底价将宛建桥所有的川AX768L 汽车一辆予以拍
卖。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