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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含义的新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

司 法 实 践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一章进
行了系统修改，不但完善了证据概念的表
述，细化了证明标准，而且增加了举证责任
及一系列证据规则，赋予了证据新的含义。

一、从证据规则角度界定
证据的含义

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比较发达，在
大陆法系则比较简略。 因为在英美法系
的证据制度中， 陪审团审判决定了证据
的含义是模糊的。证据更类似于“一些可
以证明或者否认某个声称的事实存在与
否的资料（包括证言、书证和物证）或者
在某个纠纷中， 在法院审判前进行展示
的某些事物的大量集合， 例如证言和展
示的物证”，此处的“一些材料”或“某些
事物的大量集合” 即为对证据含义的描
绘。 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程序并不严格限
制证据的形式和种类， 但这并不意味着
证据不受任何限制， 以相关性（

Rele鄄

vance

）为核心的证据规则借助于控辩双
方之手， 在法官的指导下动态的塑造着
证据的外貌。借助于判例制度的发展，相
关性规则、意见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等证
据规则逐步定义并刻画了英美法系国家
证据的含义。

在大陆法系国家， 法定证据制度在
18

世纪统御了证据法领域，刑事司法实
践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 秘密审判和
冤假错案使其饱受诟病。 “法国大革命
后， 证据的自由评价原则受到了热烈拥
护，在决定是否有罪时，法律希望事实裁
判者应当听从其内心确信的召唤”，自由
心证制度正是在对罗马———教会法证据
规则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 但这一制度
发展至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的
挑战源于过去几十年内证据排除规则的
应用与事实裁判者自由评价证据两者之
间产生的张力，另一方面挑战源于

20

世
纪后涌现的社会生活的科技化趋向，事
实认定的各种技术化手段对实施调查的

传统模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尽管
大陆法系国家一元化的审判模式在排除
证据时存在着心理学上的悖论， 但证据
规则并不必然要适用于审判阶段， 与大
陆法系阶段性的诉讼程序相适应， 庭审
前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适用证据规则，

因为“诉讼意义上的证据运用仍然牢牢
地嵌入了规则之中，尽管在传统上，大陆
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前
者注重在审前阶段中的证据调查， 后者
则把重心放在证据的采纳上

)

， 但是，均
拥有一致的初衷， 即以关联性与合法性
为基础来约束证据的运用， 从而使得裁
判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地接
近于客观真实， 同时保障程序推进过程
中其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实现”，“在英
美法系的视角下， 证据规则是对外行人
组成的陪审团参与审判作出的回应，而
大陆法系的证据规则是为混合式法庭
（

the mixed tribunal

）而量身打造的”，从
神示证据制度过渡到法定证据制度直至
发展到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这种证据运
用的规则（证据规则）并未因两大法系诉
讼架构存在差异而有所差别， 同样被英
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所接纳和吸收， 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 在证明过程中理解证据的含
义，证据规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证据规
则一方面体现为“纸面上的法”，预先从
不同侧面描绘出证据的关联性、 合法性
等属性；另一方面又作为“行动中的法”，

在动态的证明过程中对证据的产生、提
出和采纳进行时效性的选择和判断。 例
如英美法系国家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诞生了传闻证据规则， 对控辩双
方选择证据、提出证据预先设定了标准，

从传闻证据排除的角度圈定了证据的大
致范围。大陆法系亦不例外，在审查判断
证据时亦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对传闻证
据进行规范。

二、从诉讼程序角度理解
证据的含义

从证据规则的角度理解证据意味着
要在动态中理解证据的含义， 但证据产
生、 提出和采纳的全过程又处在刑事诉
讼程序之中， 亦即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动态的理解证据的含义。 证据需要流入
诉讼程序， 此为诉讼证据与非诉讼证据
（一般证据）之处分。 这种简单的区分并

不是毫无意义， 因为证明过程并不是漫
无目的的进行，“依照我们的先知从逻辑
上得出的事实认定与法的适用属于法官
进行裁判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依据的定
律”，“法官对于法的认定是被推定的，法
谚谓‘法官知法（

Jura novit curia, iura

novit curia

）’，但法官对于事实的认知却
是建立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的”。 其
中，法官“发现真实”这一过程既是证明
过程又是证明的最终目的，“至于法院认
知的法律或事实，固均用为裁判之基础，

惟认知事实，必须在诉讼进行中为之，在
裁判前尚有必经之程序”。 进一步思考，

控辩双方提出证据， 使证据由诉讼程序
外进入动态证明过程之中， 亦即作为诉
讼证据接受证据规则调整的最终目的在
于使法官发现事实真相， 但这一活动必
须在诉讼程序中进行， 因为“程序能够
‘加强理性思考’，是对‘恣意的限制’，所
以程序对于法官还是一种帮助———从思
维角度言， 通过这些程序为法官开阔视
野、打开思路，避免单一思维的局限性”，

而且“刑事程序在为诉讼提供规则、方法
指导的同时，日益追求公正价值。公正是
诉讼的灵魂， 程序作为诉讼过程亦以公
正为最高价值目标。 刑事程序的自在价
值———程序正义（具有独立评判标准的
正义）只有在法治状态下才能获得。刑事
程序正当化为正当程序， 是程序正义获
得认同的最高标志”。

三、从动与静结合角度把
握证据的含义

如上文所述，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
系国家， 证据的含义是与证明规则和诉
讼程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证明规则
是连接刑事证据和刑事证明的桥梁，证
据、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是密不可分的。

对证据的理解不能脱离证据规则和诉讼
程序， 适用证据规则又是在诉讼程序中
动态的塑造证据的含义， 而诉讼程序又
为证据问题预留了必要的程序空间，借
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证据、证据规则和
诉讼程序三者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我国
新刑事诉讼法以刑事证明为出发点，在
动态的证明过程中审视证据制度， 重新
界定了证据概念并丰富了证据的种类，

新增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 初步实现了证据章由从静
态的刑事证据规范到动态的刑事证明过

程的立法转向。在面临诉讼模式转型的中国，

考虑到刑事诉讼中控辩对抗的强度将日益提
高，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变化对未来理论
研究和司法实践所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从便于证明的角
度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进行了修改。 在证据
概念方面，新法采“材料说”的观点，极大削
弱了“证据”与“事实”的联系，规定可以用于
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同时强调证
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区分了“证据”和“定案根据”的含义。 摒弃
“事实是证据”的进步意义自不待言，但如何
理解“证据是材料”又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
问题。 实际上，证据就是指证明案件事实信
息的载体，其内容是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
信息，其形式是证据内容的载体，包括法律
明确列举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证据种类。

在证据种类方面，考虑到未来刑事证明过程
中可能会不断涌现新的证据类型，新法没有
作绝对限制，而是将“证据有下列七种”修改
为“证据包括”，同时删去第三款中的“以下”

二字，强调证据只要经过查证属实即可作为
定案根据。 另外，证据种类的细微变化目的
在于更加契合刑事证明过程。 例如考虑到物
证和书证在审查判断和质证方式上的差异
性，将两者分开单列，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等
笔录和电子数据使证明过程有法可依；再如
从“鉴定结论”向“鉴定意见”的转变实际上
反映出立法机关认可了鉴定结果的主观性。

实际上，鉴定结果是鉴定人对案件中的客观
问题作出的主观判断，在英美法系是以专家
证言的形式出现的。

另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证
据规则， 即第五十条中的口供自愿性规则，

第五十四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口供自
愿性规则体现的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的基本精神， 核心要旨在于保障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而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则是为了遏制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
法收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
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
陈述的取证行为。 上述两个证据规则的目的
都是为了防止因刑讯逼供而发生的冤假错
案， 人民法院为了保障人权和程序公正，可
以确认某一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从而拒绝
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这极大加强了证据在
刑事证明和诉讼程序中的重量。 而且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第一次在我国引入了对证据合
法性的裁判程序， 将证据资格与证明标准、

证明责任和证明程序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
了证据、证明与证明规则之间的密切关系。

非法发放贷款是一种非法金融
业务活动， 有别于民间借贷和一般
高利放贷。笔者认为，非法发放贷款
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
场秩序， 但当前对其社会危害性的
严重评价尚无定论， 因而不宜以非
法经营罪论处。

一、非法经营罪的行为要件解读
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

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
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行为。 非法经营罪构成需要有三个
行为要件，即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
场秩序、情节严重。我国现行刑法对
非法经营罪的表现形式明确了四
项：（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
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 买卖进出
口许可证、 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
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
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 未经国
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
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
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 其他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
为。其中，第（四）项作为严密刑法分
则条文的立法方式，这种“堵截构成
要件” 具备了堵截犯罪人逃避法网
的功能， 但同时司法适用中也存在
着被滥用的危险，正是“其他”使非

法经营罪被带上新口袋罪的帽子。

目前对“其他”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其他”的具体
内容应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逐一
明确，未予明确的应依照“法无明文
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不予认定；第二
种观点认为，“其他” 作为非法经营
罪的兜底条款，之所以“兜底”是因
为法律不能对这类行为作穷尽式的
罗列， 故只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就
可以该条款规定认定非法经营罪。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一方面，从我
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 何种行
为可以认定为刑法中的“其他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必
须通过另外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加
以具体明确， 这既体现了立法者的
本意， 也是为了防止该法律规定被
滥用。而现已明确的“其他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就是指
非法从事传销、互联网报务、人体器
官移植、外汇买卖、办理结算、票据
贴现等活动。 另一方面，从我国《非
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
缔办法》 规定的几种非法金融业务
形式看， 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未经依法批准
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
的非法集资，非法外汇买卖、办理结
算、票据贴现，根据刑法规定和立法
解释， 分别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 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认
定外， 针对包括非法发放贷款等在
内的其他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行为
并没有明确定性，只是表述为“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

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的适用，

不能仅凭违反国家规定、 扰乱金融
秩序、 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直接套用
到犯罪构成要件的评价框架内。

二、 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不宜以
非法经营罪论处

（一）非法发放贷款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并不明显。 社会危害性是指
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
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
性， 即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

果。 非法发放贷款的盛行，一方面，

由于当前中国股市低迷、 楼市欠缺
稳定等因素， 造成了市民手中现金
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下不断贬值，而
金融市场提供的投资渠道又单一且
盈利不高， 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主导
下民间资金亟须寻求安全与回报；

另一方面， 由于银行为规避风险抬
高了贷款门槛， 中小企业由于资信
程度不高，缺乏足够财产抵押等，导
致亟须大量资金来消除金融危机负
面影响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
资金支持，为缓解资金压力或困境，

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或高利放贷，这
为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地下
借贷市场， 也催生了大量非法发放
贷款行为的泛滥， 放贷人也为降低
资金可能的损失必然要求发放贷款
时以高额利息来分解个案蕴藏的风
险。因此，目前非法发放贷款的社会
危害性尚不明显或者说有待论证，

在此情况下， 如果强行以非法经营
罪论处并不妥当。

（二） 有违刑法谦抑原则之嫌。

一是动用刑法调控社会生活时必须
以最小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刑
法效益， 但对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以
非法经营罪论处， 有可能会妨害中
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运转， 甚至
导致其资金链断裂或者面临破产等

境地；二是刑法只是处于补充、被迫
性的调控手段， 只有其他法律手段
不能发挥作用时才能启用刑法这一
强制力手段， 但是当前相关法律只
是规定超出四倍利息限额不予以保
护， 即对放贷者的非法利息不予法
律保护即可， 无须上升到刑事手段
对其惩罚， 如果在民事手段和行政
手段还未充分用尽的情况下就匆忙
启动刑事手段，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将难以评估； 三是刑法规范的内容
和功能效力范围有限而不全面，因
而对非法发放贷款只要不出现暴力
等非法手段索债，即使产生纠纷，完
全可以由民事和行政手段处置。

（三） 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因发放贷款而构成犯罪的
只有高利转贷罪， 因为高利转贷罪
是在滥用银行信任， 严重破坏国家
信贷管理制度， 影响信贷资金运行
质量，扰乱正常金融管理秩序，风险
的增大将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增
加。 但非法发放贷款的来源是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 并没有破坏国家
信贷资金的管理， 反而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借贷者的生产和生活之
需， 即使出现风险也由放贷人个人
承担， 并不牵涉到商业银行资产毁
损， 如果对非法发放贷款行为进行
有效、合理的规范，有理由相信大量
非法发放贷款的现象会转化为民间
借贷， 可以与银行借贷之间形成良
性互补，因此，非法发放贷款的危害
性远远小于高利转贷。然而，通过比
较高利转贷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刑
罚，不难发现，高利转贷罪最高刑期
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金； 而非法经营罪最高刑期是五年
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显然， 两罪的刑罚轻重
并未遵循应与社会危害性大小成正
比的刑法原理， 这无疑与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非法发放贷款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

费晔潘庸鲁

学习贯彻修改后刑诉法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协办

案情
李某从

1999

年起从事
A

市至
E

市
的长途客运， 其客车挂靠在

A

市公路客运
公司。

1999

年
A

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根据
客运市场需求，实行减车增效。经营者在
自愿基础上， 可选择两车合并也可选择
不合并，合并经营的实行当日往返，未合
并的实行隔日往返。 李某的客车没有与
其他车合并，实行隔日往返，

A

市运管处
根据全线车辆运营情况制作了班次表。

自此李某经营的客车， 按照班次表实行
隔日往返，一直运营至今。

2001

年李某因不服
A

市运管处
1999

年实行的班次表， 向
A

市
B

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A

市
B

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行政裁定书， 驳回原告李某
的起诉。 理由为：一、班次表是

A

市运管
处针对

A

市公路客运公司作出的管理、

调整车辆运行的一种管理方式， 并不是
针对李某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李某不
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李某从

1999

年
开始履行班次表， 至主张权利已有两年

多时间，超过诉讼时效。 李某不服，上诉
至

A

市中级人民法院。

A

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的行政裁
定书。 李某不服

A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
政裁定， 向

D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

D

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某的再审
申请。

现在李某又以
A

市运管处为被告，

向
A

市
C

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理由是
A

市运管处对同一线路客车收费相同情
况下，为其他车辆安排当日往返，为其安
排隔日往返， 使其营运收入只是其他车
辆的一半，侵害了其应获得的合法收入，

所以要求
A

市运管处返还多收取的
50%

的运输管理费、养路费等费用。

分歧
本案是否受

A

市
B

区人民法院生
效行政裁定的羁束，存在分歧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受
A

市
B

区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定效力的羁束。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案不受
A

市
B

区人
民法院生效裁定的羁束。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即此案不受

A

市
B

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的羁束。

要从理论上区分诉讼标的和诉讼标
的物的不同。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是被
诉具体行政行为，诉讼标的物则是被诉
具体行政行为指向或涉及的对象。 只
有作为诉讼标的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被生效裁判的效力所羁束， 当事人又
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 才属
于“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
束”的情形。 如果仅是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指向或涉及的对象即诉讼标的物被
生效裁判的效力所羁束， 就不属于这种
情形了。

由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拘
束力，除非经审判监督程序，否则不能再
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因为“一
事不再理”是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
威性的要求， 在一个裁判经法定程序撤
销之前，其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再针
对同一案件进行审理。

“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
的”中的“生效判决”怎样界定，最高人民法
院对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行政诉
讼的标的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和
调解书所羁束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不
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
诉。 ”“生效判决”等同于“生效裁判”，不仅包
括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还包括发生法律
效力的裁定书及调解书。 对于“生效裁判”的
文书种类仅指生效行政裁判。 因为只有行政
审判庭可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
性审查，民事审判庭或刑事审判庭只是把具
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采信或者作为案件事
实予以认定， 其无权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综上， “诉讼标的为
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中的“生效判
决” 是指生效的行政判决书、 行政裁定书
和行政赔偿调解书。 故本案不受

A

市
B

区
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的羁束。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人民法院）

◇

王海燕
行 政 法 域

如何认定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乌金山：本院受理的付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执行局

107

室领取执行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二
日内履行（

2012

）二中民终字第
02187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张伟：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小玉与你买卖合同执行一

案，依法委托天津蓝禾有限责任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你名下房
屋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蓝房地评字第【

2012

】第
028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对你名下房屋评估价为

913000

元，现予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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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申请
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管军

,

王萍
,

陈骏：本院受理朱镇仁诉管军
,

王萍
,

陈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朱镇仁申请执行（

2011

）沪杨证执行字第
42

号执行证书，现依法向你管军
,

王萍
,

陈骏公告送达裁定书。管军
,

王萍
,

陈骏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合肥路
213

号
领取（

2011

）黄执字第
3641

号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张自旺：本院受理龙红申请执行（

2011

）广民初字第
483

号
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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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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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张自旺：本院受理龙红申请执行（

2011

）广民初字第
483

号民
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广执字第
531-1

号执行
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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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马秀英： 本院受理张文镇申请执行（

2006

） 朝民初字第
18229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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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马秀英： 本院受理张文镇申请执行（

2006

） 朝民初字第
18229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7

）广执字
第

66-1

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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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王海潮： 本院受理的杨承润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廊坊诚鑫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由文安县人民
法院依法查封的厂房

6

间及机器设备
17

台进行了评估， 资产总
值

285350

元。本院裁定拍卖上述资产。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
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
公告期满的第

11

个工作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司法技术室公开选
取拍卖机构，逾期将依法缺席选定。

[

河北
]

文安县人民法院
周利娜：周崇飞、赵振力、刘洪彬分别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三案，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公证处（

2011

）郑惠证民字第
7073

号公证书及（

2012

）郑惠证执字第
81

号执行证书、（

2011

）

郑惠证民字第
7587

号公证书及（

2012

）郑惠证执字第
90

号执
行证书、（

2011

）郑惠证民字第
8142

号公证书及（

2012

）郑惠证
执字第

83

号执行证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周崇飞、赵振
力、刘洪彬已分别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1135

、

1206

、

126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及执行裁定书。 本院已分别查封你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
花园路

85

号
24

层东户、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65

号江山公
寓

13

层西
3

号、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56

号
3

号楼
1

单元
13

层
1303

号房屋三套。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限你于裁定送达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已查封房产。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南鑫坤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孟凡梅申请执行你公司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1107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责令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2011

）金民二初字第
212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王雅萍：关于司晚令申请执行本院（

2007

）金民一初字第
180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金执
字第

2314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裁定扣划你名下存款
2623

元。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杨有生： 本院受理的刘伟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立案通知书、财产申报
令及（

2012

）绿民执字第
237－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履行
（

2011

）绿民二初字第
88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即将杨有生名下座落于绿园区辽
阳街

12

号东一门
102

室建设面积
54.91

平方米的房屋更名过
户至申请人刘伟名下（产权证号：长房权字第

50629217

、丘地号
4－98/57－1－3

）。

[

吉林
]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燕兴物流有限公司、孟中辰：本院在执行刘敏杰、周

帮天、周新童与你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执行一案，因吉林省燕兴
汽车发运有限公司已于

2004

年
2

月
27

日更名为吉林省燕兴
物流有限公司，其权利义务依法应由你公司承担。 故追加你公
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追加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公司应在裁定生效后
立即向申请执行人刘敏杰、 周帮天、 周新童清偿赔偿款
226,362.00

元。

[

吉林
]

农安县人民法院
孙俊生、刘桂芳：本院受理东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镇郊

信用社申请执行的（

2012

）东执字第
255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限期执行通知书、财
产申报通知书及（

2012

）东执字
255-1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房

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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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吉林
]

东丰县人民法院
刘春香：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殷鹤文与被执行人刘春香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沈铁执字第
1032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2010

）

沈铁西少民初字第
7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
至执行完毕。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辽宁
]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王智成：本院受理东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王智成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作出（

2012

）东执查
551

、

551-1

号执行裁定书， 依法对王智成所有的坐落于世纪新
村小区三号

8

幢，建筑面积为
255.49

平方米的房屋（房屋所有
权证号为

20020811635

号）及所属的
257.15

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为东港国用

2003

字第
07870

号） 土地使用权和世纪
新村一期四号楼

9

幢面积为
377.20

平方米的门市房（房屋所有
权证号为

20020811636

号）及所属的
379.65

平方米（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东港国用

2003

字第
07871

号） 土地使用权予以
查封。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作出（

2012

）东执查
551-2

号执行裁
定书对王智成所有的世纪新村一期四号楼

9

幢面积为
377.20

平方米的门市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20020811636

号）及所属
的

379.65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港
国用

2003

字第
07871

号）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12

）东执查
551

、

551-1

、

551-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三日内
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

[

辽宁
]

东港市人民法院
张桂兰、鄂尔多斯市东荣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许振金申请执行（

2012

）鄂中法执字第
163

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鄂中法执字第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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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泽波：申请人赵莉华与被执行人魏泽波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的（

2010

）杏民一初字第
1266

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经申请人申请，本院立案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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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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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史建军： 本院受理苗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

（

2011

）尖民初字第
10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限期申报财产通知书、申报财产
表、（

2012

）尖执字第
408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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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阳泉市燕宇炉料厂：我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阳泉市郊区大

西庄村委会与被执行人阳泉燕宇炉料厂借贷纠纷一案过程，查
封了被执行人所有的大碾、破碎机、隧道窑、压力机等财产（详
见财产清单），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对查封的
财产进行评估作价。 故通知你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下午
3

点到
本院司法辅助工作办公室公开随机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
行放弃。

[

山西
]

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吴金华：本院受理张吉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张吉庆申请执行（

2011

）城民初字第
00966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城执字第
00178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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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固县人民法院
王春雷：凉山州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传媒有限公司与你其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2

）西昌民初字第
152

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四川
]

西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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