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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说法
■

■最新审判■

本报讯近日，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租户不按时交纳物
业管理费， 业主被物业管理公司告上法庭
的案件。 法院判决， 业主应该交纳租户拖
欠的物业管理费。

李某在
2011

年
6

月购买了位于浉河
区某高档住宅小区的一套商品房， 开发商
交房以后，李某将该房出租给王某，并在租
房合同中约定， 该小区的物业管理费由王
某承担。 然而，在王某退租一个月后，李某
收到了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张催交通
知单， 要求李某及时交纳其房屋承租期间
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2000

余元。 李某认为既
然当时自己与王某约定该笔费用由王某承
担，并且物业服务公司也认可该约定，那么，

物业服务公司就应该要求王某偿还， 而不是
向自己催交， 因此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 后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将李某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业主与物业的
承租人、 借用人或者其他物业使用人约定
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费， 物业服务企业
请求业主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之规定， 经过法院调解， 李某同意
交纳物业管理费

2000

元。

（高海波）

本报讯顾客在商场购物时不慎摔
伤， 与商场签订赔偿协议后觉得赔款没有
伤残赔偿， 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处理。

近日， 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依法判令
被告江西某商贸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肖某伤
残赔偿金

18577.2

元，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

2011

年
7

月
31

日晚
7

时许， 原告肖某到被告江西某商贸有限
公司下属店内购物时， 因店内地板瓷砖上
留有辣椒酱未清扫， 致使原告摔倒在地。

次日， 被告派人将原告送往泰和县中医院
治疗， 经检查， 左桡骨远端骨折， 左尺骨
茎突骨折。 事后， 被告多次派人带原告在
县中医院门诊用药治疗， 并支付医药费。

11

月
9

日， 双方在工商管理部门的组织
下进行了调解， 双方代表签订了《购物损
害赔偿协议》， 不经鉴定由被告赔偿原告
医疗费、 交通费、 误工费、 继续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5200

元。 协议签
订后， 被告当即支付了赔偿款。 事后， 原
告认为双方所签订的《购物损害赔偿协
议》 未涉及原告伤残鉴定和赔偿问题。

11

月
22

日， 原告经司法鉴定， 被摔伤的左
手达到了

10

级伤残。 为此， 原告遂诉至
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 伤残金、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费、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40567.94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肖某在被告分
店购物时摔伤， 被告作为经营者对经营场
所内的设施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原告受
到人身损害，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双
方签订的《购物损害赔偿协议》 系真实意
思的表示， 该赔偿协议合法有效， 且双方
均已履行， 故对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医
疗费、 交通费、 误工费、 继续治疗费、 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原告要
求被告赔偿伤残金

30962

元的诉请予以支
持， 但应根据责任划分。 被告应承担主要
赔偿责任， 以

60%

为宜， 原告自身未注
意安全防范， 应承担次要责任， 以

40%

为宜。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建军钟琼）

顾客误解了断协议
起诉商场再获赔偿

租户不交物业费
业主负责来偿还

6

月
18

日上午， 当周玲从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吴琦手中接过
司法救助金时， 这个为争取已故丈夫经
济补偿金而连续六年奔走在诉讼路上从
未掉泪的坚强女人， 此刻却怎么也控制
不住自己的泪水。

“吴法官， 没有你， 我们真是做梦
也不敢想还能拿到这笔钱。 这些年打官
司， 连家都顾不上。 现在我想通了， 不
想再折腾了， 拿到这笔钱后， 好好打
拼， 好好生活。” 周玲拉起吴琦的手，

声音哽咽。

“吴法官， 其实， 即便没有拿到这
笔钱， 我们也不会再上访了。 就冲着你
的责任心， 我们都服判呀！” 同样拿到
救助金的王素珍也泪流满面地说道， 她
曾是周玲的“诉讼盟友”。 正是吴法官
的责任和热情感化了两位长期上访的
“专业户” 主动撤诉， 化解了一起历时
六年的纠纷。

三进法院当事人扬言“血战到底”

周玲和王素珍原本素不相识， 然而
各自丈夫的去世却使作为继承人的她俩
成为两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 她们
因此相识并成为“诉讼盟友”。

二人的丈夫原来都是厦门福达感光
材料有限公司的固定工，

1998

年
5

月，

他俩与福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 同时
与柯达（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

2006

年， 因劳动
关系纠纷他俩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诉， 要
求福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不幸的
是， 这一年里他俩相继去世了。

2006

年
7

月， 当收到仲裁委驳回
申诉请求的裁决时， 作为继承人的周
玲和王素珍不服， 开始踏上了长达六
年的漫漫诉讼路。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
并不存在依法可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情
形， 判决驳回两人的诉讼请求。 二人
不服， 提起上诉。 然而， 二审法院以
同样的理由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人并
未因此停步。 相同的命运让她们更坚
定地走在了一起， 二审判决后， 她们
又奔赴福州， 向省高院申请再审。 她
们甚至扬言， 如果再审败诉， 她们就
进京上访， “血战到底”！

法外有情法官施以援手助危困
当收到省高院指令再审的裁定书

后，承办法官吴琦马上阅卷，她发现原审
判决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之前类似诉求
都有判例支持。然而，接下来的调查却让
吴琦大吃一惊。在市工商局档案里，她发
现福达公司早已在

2008

年
12

月间成立
清算小组进行清算， 并于

2011

年
12

月
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其在工商局的备案
载明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 这就意味着
对方当事人主体已经消失， 诉讼很有可
能因为找不到福达公司的权利义务承受
人而终止。 退一步讲，即使找到承受人，

能否拿到款项也是个未知数。

如果仅从法律层面讲， 吴琦完全可
以一纸裁决书结案。 然而， 通过调查案
情， 吴琦了解到周玲和王素珍两家都属
于厦门市低保户家庭。周玲一家，上有七
旬老太，下有尚在读书的孩子，丈夫去世

后，家庭重任都落在她的身上；而王素珍
一家，丈夫去世之时，孩子才两岁。 对于
没有固定收入的孤儿寡母来说， 要生活
非常艰难， 她们只能靠打零工和政府救
济维持生计。 六年的诉讼奔波使这两个
本就是负债累累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吴琦不敢想象， 几经苦难终迎胜利
曙光却只能无功而返的结果对于这两个
家庭而言， 该是怎样的沉重打击。 经过
一番考虑， 她决定为当事人申请司法救
助金， 希望借此修复“正义”， 曲线支
持当事人诉讼请求。 然而她深知， 这两
个案件情况特殊， 这条道路并不好走。

多方奔走真情终于啃下“骨头案”

为了使当事人能顺利拿到司法救助
金， 吴琦深入社区了解两家情况， 通过
多次实地走访， 写出了长达

8

页的司法
救助金申请报告， 向有关部门全面汇报
了案件情况和当事人家庭状况。 然而，

因不符合申请条件报告不久被打了回来。

这边， 司法救助申请没有得到批复；

那边， 当事人不依不饶， 动辄扬言上访。

这让吴琦倍感压力。 可是， 一旦选择了走
这条路， 她就决定继续走下去， 尽管还有
很多困难要克服。

一方面，吴琦苦口婆心做当事人工作，

面对当事人的无理缠闹， 她一次次和当事
人沟通，电话讲不清楚，就坐下来面对面交
流；一个人力量不够，就通过庭领导、社区
人员共同做工作。通过法与理的影响，当事
人态度悄然发生变化，情绪渐趋稳定。

另一方面， 为了查明实情， 吴琦多方
奔走调查： 她跑国资委了解相关类型企业
情况、 走访福达公司退休同志、 到档案室
查询卷宗……经过多日辛苦奔走调查， 事
情终于有了结果。 她发现， 像周玲和王素
珍这样的情形， 全市仅有这两件。 为了能
使当事人早日拿到救助金， 她连夜赶稿。

第二天， 她终于在上级部门开会前， 把两
份厚厚的修改完善的司法救助金申请报告
和调查材料递交上去。

上级部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后， 决定
批准两个申请。 没几天， 司法救助金就拨
下来了。 当周玲和王素珍领到来之不易的
司法救助金时， 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感人
一幕。

“诉讼同盟”撤诉记

本报记者安海涛本报通讯员林淑娴

本报讯无法从中国人民银行佛山
中心支行了解意外去世母亲的银行存款
情况， 便以“不公开保存的政府信息”

为由， 把佛山支行告上法院。 近日， 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政府
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作出一审宣判，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据悉， 这是全国首例因查询不到账
户信息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将
人民银行推上被告席的行政诉讼案件。

2009

年
4

月
16

日， 郭女士的母亲
傅某因病意外去世， 没有留下任何遗
言。 为了解母亲的遗产情况， 郭女士选
择了她认为最便捷的方法： 请求对银行
业有监管职责的人民银行佛山支行查询
母亲的账户情况， 然后向自己公开。 在
郭女士看来， 佛山支行在管理征信系统
时， 必然可以接触到母亲在佛山的所有
账户信息。

今年
3

月
6

日， 郭女士填写了一份

申请表， 要求佛山支行公开现任领导情
况、 三定方案、 傅某在佛山开设的银行
账户情况以及自己继承母亲银行存款的
程序和所需表格。 在提交申请表的同
时， 郭女士还一并提交了户口簿和派出
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材料， 证明自己作为
傅某的合法继承人， 有权查询母亲的账
户信息。

3

月
26

日， 佛山支行作出答复，

介绍了自己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情况。

该行还答复郭女士可自行上互联网搜索
由国务院制定的人民银行三定方案， 而
傅某的账户信息属不予公开的范围， 自
己不掌握办理继承所需程序和材料等信
息， 郭女士需要咨询相关单位。 郭女士
不满意该答复， 诉至法院。

禅城法院经两次开庭认为， 被告支
行在原告提出申请后的

15

个工作日进
行答复， 并有效送达给原告， 行政程序
合法。 被告告知原告三定方案由国务院

制定， 并已主动公开， 原告可在互联网查
询的做法， 符合法律规定。 傅某的银行账
户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 继承程序
涉及多个部门和法律关系， 被告履行职责
的过程中， 无法掌握继承财产所需要的表
格和相关程序

,

而且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明
材料无法证明自己是傅某的唯一合法继承
人， 其对母亲遗产主张权利存在主体方面
的瑕疵， 原告的申请应不予支持， 遂作出
上述判决。 （林劲标凌蔚）

要求银行提供存款信息遭拒引发行政诉讼

禅城法院判决： 账户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

金牛区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秦溱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本案争议的焦点
是， 在诉讼中，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专
业性问题进行鉴定， 当事人对鉴定结论
不服， 能否直接起诉鉴定机构， 请求法
院确认鉴定结论无效。

当前， 委托鉴定有两种， 一是当事
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 其只能把鉴
定结论作为支持其请求的证据。 二是法
院委托鉴定又叫司法鉴定， 是在诉讼中
为查明案件事实， 法院依据职权， 或应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 指派
或者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 对专门性问
题进行检验、 鉴别和评定的活动。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 一般在诉
前， 鉴定机构也是由一方选定， 鉴定所
需材料也是单方提供， 其证明力一般要
低于司法鉴定。 而法院委托鉴定只能在
诉中， 鉴定机构由诉讼双方达成合意后
在鉴定人名册中选取， 若达不成合意，

则由法院随机选择， 且委托鉴定材料的
提供收集较为规范， 要经法院组织当事
人质证认证程序再交鉴定机构， 其证明
力、 公信力明显要高。

秦溱说， 当事人不得以鉴定机构为
被告， 请求认定鉴定结论无效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 一是当事人与法院委托的
鉴定机构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起

诉鉴定机构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我
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
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
他们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
民事诉讼。 而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在
鉴定中系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术、设
备，独立的作出鉴定结论。 鉴定机构与当
事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更不
具备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鉴定结论
是否采信， 是否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影
响，均取决于审理法院。 二是鉴定结论不
具有可诉性。 一切诉讼，必须具备诉讼标
的，也称诉讼对象，即当事人讼争的内容，

也就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 而法院在

诉讼中就专门性问题委托鉴定机构鉴定，

此鉴定行为是一种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
实的证明行为，作出的鉴定结论属于诉讼
证据之一，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不
是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且证据不
属于诉讼标的的范围，当事人也不得针对
证据提起诉讼。 因此，法院对于此类起诉，

立案法官应当向原告释明不属于法院受
理的理由，如果其坚持起诉，受理法院则应
果断作出不予受理裁定，以避免进入诉讼
程序而浪费诉讼资源。

秦溱告诉记者， 当事人对法院委托
的鉴定报告不服， 依法只能向委托法院
提出， 由委托法院作出处理。 该案所涉

《司法鉴定报告》 是否采信， 应由自贡中
院在审理建设合同承包纠纷一案中， 根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 结合
相关规定， 作出是否采信、 另行委托或补
充鉴定的决定， 其他法院无权对该鉴定结
论进行审查。 否则， 如果不服鉴定的当事
人可另行起诉鉴定机构， 确认鉴定结论的
效力， 实践中可能将导致两个法院都对同
一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不仅影响诉讼效
率， 而且可能造成结论的冲突

因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并由当事
人互相质证， 实际中当事人若对法院委托
的鉴定报告不服， 其只能在质证时提出该
证据在程序上或实体上存在的问题， 请求
审理法院依法委托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

但其申请能否得到批准， 还应由审理法院
决定。

为何被继承人傅女士的个人账户信
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禅城法院行政庭副
庭长刘应东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刘应东解释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规定， 政府信
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 保存的
信息。 而傅女士的账户信息并不属于政

府信息。 这是因为人民银行没有提供个
人账户信息查询业务的法定职责， 因此
个人账户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刘应东进一步解释说， 虽然法律法
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有义务协助有权

机关查询业务， 但这是法律授权人民银
行对特定主体履行义务的特别规定， 查
询结果不能认定为政府信息。

法院驳回郭女士诉讼请求的另一理
由是其对母亲遗产主张权利存在主体方

面的瑕疵。 对此， 刘应东说， 因为遗产
继承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 需要慎重
处理。 为防止部分继承人在未取得其
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处理逝
者财产， 法律规定继承人需要提交效

力较高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和有权处理
遗产的继承人证明文件， 银行才能办理
查询、 过户和支付手续。

本案中， 因为负责户籍管理的公安
派出所只能证明傅女士和亲属的户籍登
记情况， 无法了解和证明户籍登记未记
载的情况和除亲属关系以外可能存在的
其他继承人， 因此其出具的证明材料在
证明效力上无法排他地证明郭女士是唯一
合法继承人。

个人银行账户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林劲标 凌蔚

本报讯 （记者王鑫通讯员
冯雪） 近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经研究讨论， 将所辖金
牛区法院审结的一起对法院委托的鉴定

机构所作鉴定不服而起诉该鉴定结论无
效案确定为示范性案例。 该案金牛法院
一审认为此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
围， 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
当地一投资公司与该市一建筑公司建设
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 依法委托四
川一工程咨询机构， 对案件争议的平基

土石方工程中的土石方量进行鉴定。

2010

年
10

月，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作
出《司法鉴定报告》。 该投资公司不服此
鉴定结论， 于去年

2

月向鉴定机构所在

地的金牛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确认该鉴
定报告无效，并退还鉴定费

2.5

万元。

金牛区法院认为， 自贡中院在案件审
理中， 鉴定机构接受自贡中院委托对涉案
工程土石方量进行司法鉴定， 作出《司法
鉴定报告》， 对该《司法鉴定报告》 是否
采信， 应由自贡中院在上述案件审理中作
出处理， 故裁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
告未提出上诉。

不服司法鉴定结论提起诉讼 不具可诉性被法院裁定驳回

司法鉴定结论应由委托法院作出认定■

连线法官
■

林宝红、陈依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翁洪齐申请追加你
们为（

2010

）马执申字第
195

号工伤待遇争议执行一案被执行
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你们为被执
行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
送达。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

福建
]

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王洪相、李井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顺昌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申请执行你们征收社会抚养费一案，已审理完毕。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顺执审字第
43

号、第
44

号行政裁定
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

福建
]

顺昌县人民法院
中山市希翼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江门沃得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山市古镇新力印刷厂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江
海法执字第

204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向申请执行人中山市古镇新力
印刷厂支付款项

184200

元等。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广东
]

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龙宇：本院受理大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

2011

）

黔方民初字第
1369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
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属于你的座落于大方县大方镇西大街南王庙大桥的
房屋（房产证号：方房权证

2005

字第
011109691

号）委托评估
后进行拍卖。

[

贵州
]

大方县人民法院
王惠滨： 关于申请执行人张永山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

2008

）双民二初字第
16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双执字第
562

号执行通知书、被执
行人财产报告书、被执行人须知，责令你按照（

2008

）双民二初
字第

16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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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
]

双城市人民法院
张铁： 申请执行人闰庆福与你身体权纠纷一案， 本院

（

2011

）城民初字第
48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申
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
书及财产报告书，限令你自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履行人民法院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向本院报告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
到执行完毕之日止。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黑龙江
]

鸡西市城子河区人民法院
牛冬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殿臣申请执行（

2011

）海商
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

海法执字第
164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公开告知书、听证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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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
]

海林市人民法院
王巍：本院受理张巨强申请执行王巍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

2010

）张民终字第
386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1

）东执字第
588

号执行通知书，权利、义务、责任提示
书等相关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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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罗永生（身份证号：

130721198305023111

）：本院执行的赵
卫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

2011

）宣县民初字第
380

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第
216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12

）宣县执字第
258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责令被执行人罗永生在执行通知
书送达后

3

日内履行该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

河北
]

宣化县人民法院
王中强、张五岭：关于申请执行人赵文卿与你们及王林、方

黎颖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决定对你们
所购的位于巩义市陇海路交警队家属楼

7

单元
1

楼西户的一

套房产进行评估。 现通知你们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并领取
（

2012

）上法执字第
7

号（查封房屋）、（

2012

）上法执字第
7-3

号
（冻结银行存款）执行裁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
田军、朱文珍：申请执行人王凤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
法院决定对依法查封你的位于安阳市盘庚街辉龙城市家园

5

号楼
D

座
402

号的房产进行评估。 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科公开选择、确定评估机构， 公告期满后第十日上午九
时勘验现场，公告期满后第四十日上午九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
领取评估报告初稿，并于公告期满后第四十五日上午九时到本
院司法技术科参加对评估报告初稿召开的听证会。 逾期视为放
弃权利。

[

河南
]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杨发海： 本院受理王永保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文法执字第
226

号执行通知
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本院（

2005

）文民三初字第
75-

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杨少清：本院受理黄健申请执行（

2010

）孝南民初字第
15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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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乐欣： 本院受理陈磊明申请执行乐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

2011

）广民初字第
1213

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鄂广水民执字第
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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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广水市人民法院
湖南省长泵泵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唐书华、

成跃辉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由于你公司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天执字第
812

号执行通知书，该
执行通知书载明：限你自收到本通知起

5

日内，履行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法院（

2011

）天民初字第
119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未能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南
]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孙宝林： 本院受理原告李清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7

日即视为送达。 限令你于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7

日内履行上述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

江西
]

星子县人民法院
戴光荣：本院受理程秋林申请执行（

2010

）昌民一初字第
14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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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徐兴妹：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郑学芳、冯光秀、王燕、王敬

明、王敬成与你、居小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委托
苏州华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已作出华兴资评报字
（

2012

）第
21

号鉴定评估报告书。对你所有的车牌号为苏
EQ5T30

的轿车评估价为
361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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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马光、曾春梅：本院受理戚晓薇与马光债权纠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沈阳房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曾春梅所有的位
于沈阳市和平区河北街

15

号
4

门
1

套商业网点进行评估，该房

产评估价均为
1

，

874

，

214

元。 现依法向你送达房信评估（大）字
[2012]

第
SF008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 如对本资产估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
内向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辽宁
]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大石桥市隆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倪国辉：本院

委托辽宁中华京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公司的抵押资产，机
器、设备，予以评估，现评估报告书已送至本院，请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视为送达，如果对
评估报告书的内容有异议，请在送达期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书
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养会、杨水明、卢来平：户县石井镇政府（原石井基金
会）、户县苍游镇财政所（原苍游基金会）、户县甘亭镇财政所
（原光明基金会）诉你们借款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已向
本院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们三人公告送达（

2012

）户法执字第
379

号、（

2004

）户法执字第
180

号、第
1239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

陕西
]

户县人民法院
马晓琴：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营

业部申请执行（

2010

）宝青民初字第
00104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宝民执字第
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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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福建中经纬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夏经纬船务有限公司、林

圣生：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疆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你
们金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本
院书面申请变更自己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现向你厂公告送达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乌中执监字第
133

号执行裁
定书， 裁定变更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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