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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因欠外债网上行骗
公诉人：被告人高硕，你是否曾

经以办理北京户口为由在网上发帖？

高硕：发过。

公诉人：你是否有能力办理北京
户口？

高硕：没有。

公诉人： 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
么？

高硕：我之前看别人发过，想赚
钱。

辩护人：你以前发过几次帖子？

高硕：只有一次。

从小生活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的高硕，上完高中便走上社会。 由于
学历低，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
工作。 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欠下外
债，老婆又没工作，父亲与女儿患病
急需钱接受手术治疗。 于是，高硕便
想在网上进行诈骗。

2011

年
10

月底， 他在百度贴吧
“北京户口”吧发表了一个帖子，说可
以办理户口，并将

QQ

号留在了上面。

2012

年
1

月， 正为亲戚办理北京户口
而苦恼的梁圣依看见了这个帖子，便
通过

QQ

联系上了高硕。

改名、改
IP

、变女声骗取钱财
法官：被告人高硕，你是以什么

理由让被害人将钱存到支付宝的？

高硕：我承诺办好北京户口让对
方付款。

法官： 你的变声器是从哪里来
的？

高硕：是在网上买的。

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高硕
在网上以

5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名
为“苏浩”的身份证以及银行卡、支付
宝账号和

QQ

号。

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高硕还买
了一个变声器，将自己的声音转化为
“女声”，与人在网络或电话中沟通。

但是这样高硕还是不放心，他又
在网上购买设备，将自己家电脑的

IP

地址改为北京的。 觉得万事俱备之
后，高硕开始放心大胆地在网上发帖
行骗。

骗来
26

万去买彩票
法官：被告人高硕，你是如何修

改支付宝密码的？

高硕：通过支付宝客服修改的。

法官：具体是怎么改的？

高硕：给支付宝客服打电话更改的。

法官：这些钱都用来做什么了？

高硕：用来买彩票了。

法官：你能退赃吗？

高硕：不能。

支付宝是各类网络商城较为常用
的一个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买家通过
网上转款至支付宝平台，待收货后再予

以确认。 然而，这一受到千万网络用户
信任的交易平台，却被高硕抓住了一个
漏洞。

今年
1

月
20

日，双方确认交易后，梁
圣依先后两次将

26

万元转入梁雪娇的
支付宝账户。 随后，高硕又以办理户口
的名义，骗取到了梁雪娇的身份证和银
行卡信息。

掌握这些信息后，高硕又通过支付
宝客服将梁雪娇的支付宝密码改掉，并
在当天就登录梁雪娇的支付宝，把之前
梁圣依存进的

26

万元钱都存进了自己
的支付宝绑定账号。

在骗得
26

万元后， 他将其中的大
部分用于购买彩票， 其余用来赌博和
挥霍。

民商视角 □

本报实习记者段贤尧

时间：

2012

年
7

月
18

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
案由： 诈骗
案情：

2012

年
1

月，哈尔滨市民高硕虚构“苏浩”的身份，谎称能够帮人办理北京户口，以收取
办事费用为由，诱使梁圣依将人民币

26

万元存入梁雪娇（梁圣依的妹妹）的支付宝账户。 后高硕利
用其获取的梁雪娇个人信息，通过支付宝客服修改了她的支付宝密码，并登录该账户将交易完成，

将
26

万元占为己有。

庭审直击
经营性担保中的法律问题

（八）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崇明：让司法更接“地气”

□

本报记者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黄菲菲
访谈对象上海市崇明县人

民法院院长倪金龙

访谈

对话背景
2012

年
6

月
5

日， 上海市崇明县
人民法院第三届“送法下乡月” 活动在
辖区长兴岛拉开帷幕。

早在
2010

年
6

月， 崇明法院就以
“法官走进乡村， 司法贴近百姓” 为主
题， 以巡回审判、 蹲点执行、 信访下访
接待、 指导人民调解、 法制宣讲、 法律
咨询、 法宣版面展出以及送书进村和法
庭开放日等为主要形式， 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送法下乡月” 活动。 此后， 该
院将此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 确定每
年

6

月为“送法下乡月”， 努力让人民
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 亲民和便
民。

服务中树品牌
法周刊： 开展“送法下乡月” 活动

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

倪金龙： 崇明地域广阔， 几近上海
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全县人口约

70

万，

可以说是地广人稀。 除崇明本岛外还包
括横沙、 长兴两岛。

2009

年
11

月， 上
海长江大桥贯通了崇明与长兴两岛， 但
是往返横沙岛依然需要乘船摆渡， 交通
不便一直是影响群众诉讼的重要因素。

崇明又是上海的农业大县，

80%

以
上为农业人口， 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不太
高， 法制意识也较为欠缺。

正是基于崇明县的区域特色和贴近
农村的具体情况， 我们开展了“送法下
乡月” 活动， 并且已坚持三年， 形成了
具有崇明特色的司法服务品牌。

法周刊： “送法下乡月” 活动对农
村法制建设有何积极作用？

倪金龙： 一方面， 活动能够提高群
众的法制观念。 近年来， 随着岛内外来
人口数量不断增多， 矛盾纠纷逐年增
加， 我院受理的案件数也不断上升。

2011

年收案数比
2010

年上升
8%

， 今
年

1

月至
5

月同比又上升
23%

。 我们希
望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的形
式， 深入农村， 进乡入户， 让法律走进
千家万户， 让农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另一方面， 活动可以有效推进社会
矛盾化解， 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
生。 我们通过下乡指导人民调解、 开设
法制讲座等方式， 提升人民调解的能力
和质量； 通过下乡协助基层组织案外调
处纠纷，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 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坚持中见实效
法周刊： 本次“送法下乡月” 活动

中， 法院对一起婚姻纠纷案件进行了开
庭审理。 能否请院长介绍一下相关情
况？

倪金龙： 好的。 这起案件中， 妻子
是原告， 被告丈夫脑中风后行动不便，

智力受损， 作为其法定代理人的老父亲
已年过

80

岁， 此次他们都到庭应诉。

但如果要求他们到所属的长兴岛法庭出
庭， 恐怕他们无法承受舟车劳顿。

同时， 法官用本地方言主持庭审，

当事人用方言参与庭审， 一下拉近了纸
上法律和现实纠纷之间的“距离”。 旁
听的村民也觉得听得懂， 好理解。 这就
使司法接了“地气”， 司法的服务和保
障作用也得以更好地发挥。

法周刊： 在开展巡回审判的同时，

崇明法院在便民诉讼方面还做了哪些工
作？

倪金龙：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我
们已初步建立起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便
民诉讼工作格局。 全县

18

个乡镇设立
了巡回审判点、 司法便民联系点， 配备
了乡镇巡回法官， 实现了巡回审判制度
化， 形成了“一乡一镇一法官， 一箱一
点一张网” 的便民诉讼格局。 三年来，

各巡回审判点、 便民联系点接待来访
761

人次， 开庭审判
403

件次， 就地调
处纠纷

645

件次， 协助当地化解纠纷
812

件次。

为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 我院还在
横沙巡回审判点专门安排法官蹲点接待
群众来访， 就地开庭或调处纠纷。 在农
忙季节， 我们还尝试推行“夜间法庭”、

“假日法庭” 等， 尽最大努力方便当事
人诉讼。

与此同时， 我院还以人民法庭为单
位， 对各辖区的民事案件进行“定点分
片管理”， 与辖区内乡镇村居形成“结
对网格”； 与派出所、 司法所、 乡镇基
层组织等建立“多点联动” 纠纷化解模

式； 在部分村委组建了一支由老党员、

村民小组长组成的“民间调解队伍”，

第一时间化解常见民事纠纷。 根据各类
纠纷的实际情况， 采用不同的化解方
案， 从而在辖区形成了数个“少讼” 甚
至“无讼” 村居。

法周刊： 为大局服务， 推动区域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人民法院的职能所
在， 这方面， 崇明法院做了哪些工作？

倪金龙： 我院以“送法下乡月” 活
动为平台， 积极主动参与辖区乡镇的综
合治理工作， 力求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的司法保障。 如在服务“稳定完善
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 中， 我们在案
外协助非诉化解纠纷

150

余件， 有效推
进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 在上海青草沙
水库纠纷案件中， 我院法官多次深入涉
案村委， 与政府部门多方协调， 确保了
重大民生工程的顺利推进。 这些工作都
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创新中谋发展
法周刊： 我们了解到， 崇明县正在

进行新一轮建设， 经济发展中有一些新
情况、 新问题， 在此背景下， “送法下
乡月” 活动有什么新的思路？

倪金龙： 长江大桥贯通后， 经济建
设出现了新的态势， 如我县长兴岛致力
于国际海洋装备岛建设， 大型国企江南
造船厂入驻该岛。 企业入驻后岛上的外
来务工人员急剧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矛
盾纠纷频发、 刑事犯罪案件多发。 为
此， 我们专门制作了法制宣传版面

40

块送厂区巡展， 还在现场开展了赠送法

律书籍、 法律咨询等活动。

另外， 由于崇明县以农业为主， 家
长外出务工的情况比较普遍， 留守儿童
比较多， 青少年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发
生意外伤害事件的情况屡有发生， 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的现象也并非个别。 为
此， 在今年的“送法下乡月” 活动中，

我们尝试派法官到学校开展法制讲座，

教育引导孩子做一名知法守法的阳光少
年。

法周刊： “送法下乡月” 活动不可
避免地会给法官增加正常办案之外的工
作量， 如何促使法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 不断将此项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倪金龙： 当前， 全国法院系统都在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
动。 活动的目的在于实践、 在于效果、

在于解决问题。 我们开展“送法下乡
月” 活动， 就是要让法官走出法院， 深
入基层直面群众， 不仅能在第一时间从
司法层面帮助群众解决相关问题， 弘扬
法治精神， 而且能让法官在情感上与群
众产生共鸣， 提升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
论认同、 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 促使法
官不断调整纠纷解决的视角， 实现案
结、 事了、 人和的工作目标。

当然， 在组织工作方面， 我们也尽
最大努力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法官
调整好工作重心， 合理安排下乡时间
表， 并在提高效率、 强化效果两个方面
下工夫。

我们希望通过此项活动， 把法律的
力量、 道德伦理的力量、 乡风民俗的力
量有机结合起来， 为推进经济发展、 促
进社会和谐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文接上期）

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
于其内部治理问题，亦极大地体现在
其外部的商业风险。在金融危机背景
下，一些经营性担保公司面临破产清
算的困境， 这与其自身经营管理不
善、偏离主业、内控机制欠缺、缺乏严
格有效监管等均有直接关系。

总体而言， 经营性担保的商业
风险来自于两种途径： 第一类是担
保公司对自身商业行为的风险放大
率控制不严而自埋“隐患”，其在一
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被触发、 引爆
从而成为现实的经营危机； 第二类
直接来自于被担保债务人的违约和
反担保清偿风险。

为公平保护债权人、 担保公司
及债务人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应当
在公司实务及司法实践中重视从落
实“行为与责任”的角度出发，对下
列商业风险进行合理的处置。

第一，资本不实风险的补正。

担保公司资本不实包括公司股
东未履行和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
者直接和变相抽逃出资等情形。 对
于经营性担保公司而言， 以资本金
总额为主要构成的净资产额将直接
影响到其商业担保的放大能力。 按
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规定， 融资性担
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
净资产额的

10

倍。也就是说，如果担
保公司的资本不实， 则其必将损害
自身的商业经营能力， 同时必然要
损害到不特定担保权人的利益。

对于资本不实风险的救济，司
法实践中应当给以有力地规制。在担
保公司存续期间，应当支持公司或其
合法股东对未出资（含未足额出资）

股东及抽逃公司资本的股东行使资
本补充的请求权。在公司解散清算或
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公司或者股东
有权请求瑕疵出资股东向公司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被抽逃的出
资。 应当注意的是，公司在任何情形
下主张该类权利的，瑕疵出资股东均
无权以诉讼时效为由而进行抗辩。也
即，瑕疵出资股东的法律责任不因公
司是否存续、解散、破产或时效利益
等任何法律因素而被免除。

从对公司的外部监管制度层面
来讲， 对抽逃出资股东进行资本追
缴是一个必须落实的监管手段。 公
司法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抽逃其
出资的法律责任应由公司登记机关
责令改正， 并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
款。 因此，在担保公司存续期间，监
管部门有权也有义务对瑕疵出资股
东实施行政性执法制裁措施。

第二， 担保公司违规运用资本
金的风险防范。

此类风险形式主要体现在担保
公司违反监管规定， 动用资本金从
事贷款及高风险业务。不仅如此，有
的担保公司甚至完全背离主业，以
高息吸收存款后再从事放贷业务之
类的高风险经营活动。 这类经营在
未被刺破“面纱”之前尚能运行一定
的时间段， 一旦遇有国家金融政策
紧缩或经济危机时， 违规吸储和放
贷的担保公司即会遭遇灭顶之灾。

违规经营的风险在于， 一方面
是担保公司因放贷而产生的债务人
由于金融紧缩而无法及时向其还
贷； 另一方面是担保公司因吸储而
产生的债权人必然会向担保公司挤
兑。此时，担保公司的破产风险几乎
无可避免。 （未完待续）

支付宝上买户口 迷局中的骗局

� � � �

“近年来，我们平均每年都会审理
十多件户口诈骗案件， 大部分受害人
都是因为轻信别人而上当受骗。”此案
主审法官覃波告诉记者。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7

月间，杨
某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办理北京户口，

在北京市海淀区等地骗取张君、 张东
东、沈丽芳等人共计人民币

35

万多元。

2010

年
5

月至
12

月间，项某在北
京海淀区、朝阳区等地，虚构其能帮助
他人办理外地户口进京手续的事实，

先后骗取刘某等人人民币
46.5

万元。

从诸多“户口诈骗”案件中可以看
出，“有关系”、“内部指标”、“有特殊门
路” 等几个关键词始终充斥着行骗的
全过程。

覃波曾专门就此类诈骗案件做过
调研。 他告诉记者，人们常常将财富、

荣耀、利益与权力、特权联系在一起，

认为要想拥有某些利益， 就必须首先
获得相应的权力与特权， 或者得到这
些特权的帮助。 正因如此，所谓“有关

系”、“内部指标”、“有特殊门路”的说辞，

才会让一些受害人深信不疑， 使得这类
“户口诈骗”屡屡得手。

如何提高警惕， 才能不被不法分子
的“特权”、“有关系”说法诱惑呢？

覃波表示，首先要杜绝“特权”思想，

坚持依法办事， 树立通过自己的努力得
到应有回报的正确价值观， 社会应当大
力宣传与倡导“公开、公平、公正”的“三
公”法治原则与理念。

同时， 应当完善各项社会管理与监
督的法律制度， 公民遇到类似“户口诈
骗”的情况应当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而
不应一味相信特权，否则，最终会“赔了
夫人又折兵”。

不轻信才能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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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3

日（总第
5372

期） 要求：

35

周岁以下；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学历，法学学位；法律职业资格
A

证；在审判岗位任法官满
2

年。其他
要求详见重庆领导干部考试网（

http:

//www.cqleaders.com/

） 《渝北区
2012

年面向全国公开选调法院审判人员的
补充通知》。 电话：

023 -

67188910

，

67188909

。

重庆渝北法院面向市外选调法官申请人绍兴县绿源保温材料厂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该汇票码
30500053 21617663

、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票人福建
省晋江市安海建华布业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福建锐信合成革
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6

月
1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2

月
1

日，票据已转让（转让的单
位依序为：福建锐信合成革有限公司、丽水云中马布业有限公
司、绍兴县绿源保温材料厂）申请人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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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岩市武平县欣达电子有限公司因支票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

票号为
03656516

，金额为
166411

元，出票人与持票人为龙岩市
武平县欣达电子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天河支
行。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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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民创建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23461045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5

万
元，出票人为珠海双赢柔软电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锐
进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珠海华润银行胡湾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 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背书人为深圳市臻金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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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皇塘镇皇裕旅游用品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

据记载： 汇票号为
31300051/22108770

， 票面金额为贰拾万元
整，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8

日，到期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7

日，出票人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枣庄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付款行为枣庄市商业银行，

最后持票人为丹阳市皇塘镇皇裕旅游用品厂。 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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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华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汇票号码为
1040005222237809

，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9

日， 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华化
工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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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华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
码为

1050005320698034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16

日，票面
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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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华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
码为

1050005320698043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16

日，票面
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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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开封博凯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
码为

1050005320702928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票面
金额为

30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12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兴化市长征锌品厂因不慎遗失潍坊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2235133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9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省寿光市晨泰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寿光市鸿泰铸造厂，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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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一张（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1491065

号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十万元整，出票人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兴县车家庄煤矿），付款行为浦发太
原分行营业部，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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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联合滚动轴承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一张（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1502629

， 票面金额为五十万元
整，出票人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

付款行为浦发太原分行营业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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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楠支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0800053 92065949

，金额为
761954.19

元，付款人为成都国美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付款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7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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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张保族、李守伟：本院受理任绍征诉张保族、李守伟人身损害
赔偿审理一案，依法委托对任绍征进行伤残等级评定。 现依法公
告通知你，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公告期满后
3

日内（遇节假日
顺延），到本院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
将依法随机确定鉴定机构。

[

河南
]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满洲里秦福果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行的满洲里农村合

作银行中心、满洲里农村合作银行市区支行、满洲里农村合作
银行中苏路支行申请执行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拍卖裁定书及评估报告，经申请执行人指
定，本院依法委托呼伦贝尔市新北方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呼
伦贝尔市黑土地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单位的房产、土地进
行了评估。 经上述二单位评估房产价值

718.28

万元、土地价值
161.78

万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

[

内蒙古
]

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邵有志：本院执行的满洲里农村合作银行市区支行申请执
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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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
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给付申请执行
人贷款本金

40

万元、利息及各项费用合计
43.5914

万元，并承
担本案执行费

6439

元，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

内蒙古
]

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张爱凤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刘志强诉山东艺博电机有限

公司、白怀涛、张爱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博山区人民法院
（

2011

）博民初字第
90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
志强已经向本院申请执行，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按照法律
规定，本院已对张爱凤名下车牌号为鲁

CFW033

机动车
依法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为

63000

元。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车
辆鉴定评估报告书、执行通知书、（

2012

）博民执字第
274-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果你
们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山东
]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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