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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

疯狂盗车 22 辆价值 500 多万元且容留他人吸毒

厦门
“
汽车大盗”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作案,共盗窃汽车22 部， 价值5018367 元 人， 容留他人吸食毒品， 其行为已构成容
王 诚） 7 月30 日， 备受社会关注的 人民币， 对厦门市治安和人民群众财产安 留他人吸毒罪。 被告人杨燕东因犯贩卖毒
杨燕东疯狂盗车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 全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五年内
人民法院宣判， 被告人杨燕东因在一年 2011 年8 月， 杨燕东又伙同他人， 又犯盗窃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系累犯、
多时间内伙同他人盗窃汽车22 辆， 价 多次在居住处吸食、 注射毒品海洛因。 毒品再犯， 依法均应从重处罚。 其将盗窃
值500 多万元， 并且容留他人吸毒， 被 2010 年10 月14 日， 公安机关在厦 所得赃款用于购买毒品吸食等非法活动，
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门市抓获被告人杨燕东， 次日以涉嫌盗窃 亦应酌情从重处罚。
被告人杨燕东， 男， 1983 年7 月 罪对其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期间， 杨燕东 据此， 厦门中院依法作出判决： 杨燕
生， 福建漳浦人， 汉族， 小学文化， 无 继续进行盗窃汽车、 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犯 东犯盗窃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
业， 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罪活动， 于2011 年8 月23 日在厦门市湖 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容留
他人吸毒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0 年8 里区被公安机关抓获。
月至2011 年8 月间， 被告人杨燕东单 厦门中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杨燕东以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 元。 数罪并罚，
独或伙同杨贵文等人（ 已判刑）， 窜至 非法占有为目的， 单独或伙同他人采用秘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厦门市思明区、 湖里区等地， 用螺丝刀 密手段， 盗窃机动车22 部， 价值合计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等工具撬挖车门， 用电子解码器解开车 5018367 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 图为被告人在法庭上接受宣判。
辆电子锁等方法， 启动车辆， 实施盗窃 成盗窃罪。 其多次提供场所、 毒品给他
安海涛 摄

销售假冒“金龙鱼” 供应商店主均获刑

供应商获刑七年罚款62 万店主获刑五年半罚款60 万

■

现场直击■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在此前的庭审阶段， 徐某声称他的油
本报讯 （ 记者 林晔晗 通讯员 万多元的假油卖给潘某； 将价值6 万多元 处罚； 三名店员起辅助作用， 是从犯， 应 都是从油厂购买的， 自己也有生产一部
分， 虽然是假冒“金龙鱼” 的牌子， 但质
黄彩华） 7 月31 日上午， 广东省东莞市 的假油卖给伍某（另作处理）。
减轻处罚。
除了商行老板潘某外， 三名店员黄 法院对徐某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量都没有问题。 但法院查明， 在徐某的加
第二人民法院对一起销售假冒“ 金龙鱼”
食用油案作出一审宣判， 判处供应商徐某 某婵、 黄某英、 黄某发在明知是假油的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50 万 工厂缴获的所谓“金龙鱼” 花生油均检验
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62 万元； 判处 情况下仍然参与购入和销售假油。 在事 元；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不合格。
粮油商店店主潘某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 实和证据面前， 被告人均当庭认罪。
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12 万元； 总计刑期 记者： 你说你自己生产的油质量都没
月， 并处罚金60 万元； 三名店员也分别 法院认为， 徐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七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62 万元， 数罪 有问题， 但经检验均不合格， 如何解释？
领刑一年零八个月至一年零九个月， 罚金 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又未经 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 徐某： 花生油比较贵， 我是用豆油来
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金62 万元。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冒充的， 豆油质量没有问题， （检验不合
至3 万元。
2万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0 年11 月至 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并销售该假冒 罪判处潘某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并 格） 是因为按花生油标准来检验的。
告人徐某从黄某（ 另案 注册商标的商品， 情节严重。 潘某和三名 处罚金60 万元。 三名店员均被认定犯销 记者： 你自己生产出来的油， 自己有
， 被
2011 年
2月
处理） 处购买假冒的“ 金龙鱼” 食用油， 店员结伙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其中， 黄某 吃吗？
徐某： 有。 质量没有问题。
将价值约97.8 万元的假油卖给被告人潘 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 发获刑一年零八个月， 并处罚金2 万元；
某开办的粮油商行。 2011 年8 月， 徐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在潘某及其 黄某婵获刑一年零九个月， 并处罚金3 万 记者： 你对判决结果有什么想法？
还租下厂房， 自产自销“ 金龙鱼” 食用 三名店员的共同犯罪中， 潘某是经营者， 元； 黄某英获刑一年零九个月， 并处罚金 徐某： 我没想到判得这么重，也没想到
后果会这么严重，如果知道就不敢做了。
油。 2011 年8 月至10 月， 徐某将价值14 起主要作用， 依法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 3 万元。
督检验研究院对涉案6 根木材再次进行了
树种鉴定。 鉴定结论表明， 上述6 根木材
不是黄花梨木， 而是红铁木豆。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左某在履行合同
时， 交付的标的物是红铁木豆， 而不是合
同约定的黄花梨木， 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
本报讯 花69 万元高价购买的6 根 2011 年7 月12 日， 王某想购买一批 黄花梨。 得知所购6 根木头并非黄花梨木 同目的， 原告要求左某退还货款、 双倍返
黄花梨（ 一种名贵木材）， 经鉴定后竟然 黄花梨， 通过朋友李某、 朱某的介绍认识 后， 王某当即告知担保人朱某， 并于2011 还定金及承担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
是红铁木豆， 其价值远远低于黄花梨。 买 了左某。 在现场看货后，王某决定以69 万 年7 月20 日与朱某一同前往左某住处要 据， 应予支持。 被告李某、 朱某作为担保
主一气之下， 将卖主和担保人一起告上了 元的价格向左某购买6 根黄花梨。 双方签 求退款退货。因左某家中无人，王某即于次 人， 对保证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
法庭， 要求被告退还货款、 双倍返还定 订了协议， 左某承诺出售的黄花梨不是假 日分别向左某、 李某、 朱某邮寄送达《 退货 定， 应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
金、 赔偿利息损失， 并要求担保人承担连 货，且在交货12 天内，如发现不是黄花梨， 通知》。
某、 朱某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左
带责任。
可全额退款。李某、朱某作为担保人在协议 2011 年8 月9 日， 王某在多次索要无 某追偿。
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 书上一并签字。 当日， 王某支付定金5 万 果后，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左某退还货 被告左某除收受5 万元定金外， 还收
， 江
7月
30 日
民法院依据今年7 月1 日起施行的《最高 元。次日，王某向左某支付货款64 万元后， 款64 万元，双倍返还定金10 万元，按银行 受货款64 万元， 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一定
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并承担鉴定 的利息损失， 但原告王某的利息损失并没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从左某处将6 根木头提走。
法律问题的解释》 对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1 年7 月14 日， 王某通过南通市 费， 同时要求李某、 朱某承担连带责任。 有超出定金收益， 故对其关于赔偿利息损
件作出一审判决， 双方解除买卖合同， 原 家居行业协会， 委托广西大学林产品质量 案件审理中， 被告左某对检验机构是 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告王某退还6 根红铁木豆， 被告左某返还 检验中心对所购6 根黄花梨的真伪进行了 否具备检验资质提出了质疑。 因涉及专业 综上， 法院遂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同
货款和双倍定金共计74 万元， 担保人李 鉴定。后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送检样 技术知识问题， 法院根据王某的申请， 委 时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
品检验结果为红铁木豆， 其价值远远低于 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江苏省产品质量监 请求。
某、 朱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兵 张亚松）
（顾
该案系一起因当事人单方面违约引发
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 人民法
官说法■
■法
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院可以并处， 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
保法》 第八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
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精神， 承办法官认
务人履行债务后， 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
为，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定金与损害赔偿金
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
可以并用，但应受以下限制：若定金收益高
顾建兵张亚松
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一方
于实际损失额， 原则上可直接适用定金罚
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 据该案承办法官介绍， 定金与损害赔 导致受害方因此获益， 这可能使部分人铤 则；若定金小于实际损失，当事人除收取定
金。 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偿金是否可以并用以及如何并用， 目前 而走险追求其中的利益， 如此势必影响正 金收益外， 对超出定金部分的损失仍享有
一百零七条规定， 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 中华人民 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赔偿请求权。 本案中， 被告左某赔偿原告
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害， 依法 共和国担保法》 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民事 为此， 从2012 年7 月1 日起施行的 的5 万元定金损失， 足以弥补原告向被告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 定金与损害 活动应当遵循公平、 诚信原则， 不得扰乱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 支付货款的银行利息， 即因被告违约造成
赔偿金是否可以并用， 就成了审理本案的 社会经济秩序， 这是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八规定： 的原告损失数额，只能适用定金罚则，故法
主要争议焦点。
的基本原则。 若定金与损害赔偿金的并用 “ 定金不足以弥补违约造成的损失， 对方 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

买的黄花梨竟是红铁木豆诉双倍返还定金赔偿损失

利息损失没超出定金收益应双倍返还定金

定金与损害赔偿金并用应受限制

送达执行文书

重庆展旭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2012）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06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2）永法民执字第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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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董三连： 本院执行戴继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本院对你所有的座落在砀城镇西关红梅小区第一
栋4 单元508 室进行价格评估， 现向你公告送达
评估报告、（2012） 砀执字第00126 号执行裁
ZH2012PG0710 号
定书，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你应于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领取后10 日内提出。 逾期即
视为送达，否则本院将依法拍卖。 [安徽]砀山县人民法院
黄爱军、山东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任杏岳申请
执行你们及深圳市舜兴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舜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本院作出（2009）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确定被执行
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分别偿还借
款251000 元和利息1200000 元，利息及案件受理费。 由于你们逾
期未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院依法受理并通知你们履行债务。 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你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安联大厦
房产进行拍卖，以偿还本案债务。 本院经委托评估
23A03、23A04 号
机构进行评估， 上述财产的市场价值分别为13935941. 50 元和
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 如
。因
9649881. 50 元
你们对上述评估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未提出，视为你同意上述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
产。 你们可以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你们在拍卖成交前向申
请执行人清偿了本案债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产生的一切费
用，由你们承担。 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
另行通知。
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广

海林市东大先进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海林市三友磨料磨具
有限责任公司、 王莉： 本院依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2）牡执二指字第13 号执行裁定书受理的王效利申请执
行你及你为法人的二单位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 依照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 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及
《中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2） 东执字第87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
财产令、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 公开执行告知书、 地址确认书、
传票、（2012）东执字第87 号执行裁定书及（2012）东执字第87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及你公司按照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
1号
人民法院（2007）七民初字第6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完毕，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现已依法查
封你及你公司名下的位于海林市海南乡泡子村的厂房及土地、
位于牡丹江市爱民区的房产，并将依法评估、拍卖。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及你公司应在公告期满后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 则于公
告期满后第10 日到本院抽签选择评估机构， 在公告期满后第
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 应在公告期满后第90 日到本院
60 日
抽签选择拍卖机构， 应在拍卖成交后到本院领取拍卖确认书。
如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龙江]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黑
河南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新安、 祁志分
别申请执行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1） 顺民初字第
民事判决书二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第
00243 号
00244 号
达二案的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及本院（2012） 顺法执字第
法执字第121-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2012） 顺
120-1 号
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
动履行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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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5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
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内的财产情况。 执行中，
如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5 日内向本院补
充报告。 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
留。
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河
李自明、李静、南阳油田红星面粉精加工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南阳市商业银行东油区支行申请执行栗新奇与你们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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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借款纠纷一案，桐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桐平民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唐委桐执字第169 号执行裁定书（ 拍
卖裁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
南]唐河县人民法院
期本院将依法予以委托拍卖。
[河
谢天立： 我院受理申宗义申请执行你借款纠纷二案，2011
年5 月10 日，我院依法委托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对查封的
位于信阳市平桥区光明路西侧八户联建房第五层东侧临街两套
住宅进行拍卖。 2011 年12 月23 日，买受人张小红以259000 元
的价格竞得该房屋。 因你一直下落不明，所有法律手续本院均以
公告送达，届此，为更增加执行公正与透明性，现两次公告通知
你， 信阳市平桥区光明路西侧八户联建房第五层东侧临街两套
住宅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张小红。 本院依法办
理相关产权手续后，拍卖款项将向申请人据实结算，兑现后的余
款在浉河区人民法院存放， 在你接到通知后15 日内到我院领
取。 如有异议，请一并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我院将依法对拍
卖房屋予以过户。
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河
徐凤勇、 熊曼青： 本院执行的张运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鄂茅箭执字第00833 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
履行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1） 清偿本金370000 元、 利息
讼费用9314 元、执行费7748 元；合计：542462
；（2） 诉
155400 元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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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湖
叶祥廷： 本院执行的常斌、 长沙金龙铸造实业有限公司与
叶祥廷（身份证号：422323195210100012，住湖北省赤壁市蒲圻
公园路2 号）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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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致墙塌砸倒父子为公平判围墙主补偿

本报讯 天降暴雨， 父子等人在 发生与张某修建的围墙坍塌有直接的
外排水除险， 不料邻居围墙倒塌致父 因果关系， 基于公平原则， 张某应对
亡子伤。 7 月31 日， 依据公平原则， 原告方予以适当补偿， 具体数额以3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邻居 万元为宜。
法官释法：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
补偿受害人3 万元。
夜， 淅川县城 是被告没有过错， 为何还要补偿原告
2010 年
7月
18 日
遭遇强降雨。 当晚11 时40 分， 李合 3 万元？ 本案承办法官说， 本案判决
强见雨势猛， 水往屋里涌， 便和儿子 结果是依据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
李某、 侄子一道到屋外排水。 不料李 的。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
合强父子被突然倒塌的张某家围墙砸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
倒， 李合强被送往医院后发现已经死 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
亡， 儿子李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责任。 公平原则可以使双方当事人利
共支出11236．46 元， 农村合作医疗 益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 对受害方起
补助3251 元。
到抚慰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 平价值目标的实现。
康权受法律保护。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法官提醒： 当前正值雨季， 因
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暴雨导致的围墙倒塌、 悬挂物坠落
无过错， 不应承担过错责任， 可以根 等人身伤害事故频频发生， 应减少
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 外出并提前做好加固围墙、 固定悬
任。 张某家围墙合乎一般建筑标准， 挂物等防范措施， 以免类似悲剧的
在数十年一遇的暴雨中倒塌， 实为不 再次发生。
可抗力， 张某对此并无过错。 但事故
国伟 张长海）
（卢

保险未尽告知义务依法全额支付保费

本报讯 近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 人作出核定后，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的， 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
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
案。
原告诉称， 2011 年7 月8 日， 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并
原告在被告处为车牌号为京F19790 说明理由。
的小客车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 第三 本案中， 被告在发生涉案事故
者责任保险、 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 后次日对两车进行查勘后， 未在三
险种。 2011 年9 月29 日（ 保险期 十日内作出损失核定， 亦未出具拒
内）， 原告允许的司机姚小鑫驾驶被 赔通知书。 其仅凭勘查情况即认为
保险机动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官 保险事故不真实， 显系主观臆断，
庄路口东与车牌号为京NK8048 的小 本院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客车发生碰撞， 导致两车受损， 经交 根据保险条款约定， 因保险事故损
警队认定， 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原 坏的第三者财产， 应当尽量修复。
告为修复两车支付修理费70206.75 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
元， 但被告接受报案派员勘验车辆后 验、 协商确定修理项目、 方式和费
再无消息， 故起诉要求判决赔偿原告 用。 被告虽不认可京NK8048 小客
车的维修项目， 但因被告未将定损
保险金70206.75 元。
法院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保 结果告知原告， 原告无从与被保险
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 人协商确定修理项目、 方式和费用，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 应当 故被告应以实际维修价格赔偿原告
及时作出核定； 情形复杂的， 应当 相应保险金。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
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 但合同另有 险金70206.75 元的诉讼请求， 符合
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 合同约定， 本院予以支持。
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保险
玉慧）
（王 磊 贾

住户均享受了权利自当共同承担义务

本报讯 日前， 原告赵某与王某 业主同意擅自做防水为由拒绝均摊，
等十二被告承揽合同纠纷案在河北省 原告赵某诉至法院， 要求十二被告给
兴隆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付工程款。
王某等十二被告共同居住的某银 根据查明的事实， 法院认为， 原
行家属楼建于1995 年，蒲某等四被告 告作为施工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
住顶层。因年久失修，楼顶的防水层失 自己的工作， 且被告已经对该工程进
效， 致使蒲某等四被告家屋顶漏水严 行验收， 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原告
重，为解决漏水问题，蒲某等四被告多 工程款。 十二被告所居住的家属楼楼
次在家属楼警卫室门口张贴书面通 顶部分系十二被告共同共有， 对该共
知，说明楼顶漏水情况，征求王某等其 有部分十二被告享有同等的权利， 承
余八被告维修楼顶重做防水的意见， 担同等的义务， 故维修楼顶重做防水
未得到回应。
的工程款应由十二被告共同承担并相
某等四被告找到 互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依照《中华人
，蒲
2011 年
6月
原告赵某对楼顶损坏情况进行察看 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七十二条、 第九
后， 双方签订了建筑防水防潮工程承 十八条、 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
包合同， 合同约定为十二被告共同居 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
住的家属楼楼顶部分做防水工程， 施 定， 法院判决： 王某等十二被告于判
工面积456 平方米， 每平方米28 元， 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赵某工
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 工 程款12768 元（ 十二被告各自负担
程完工后经蒲某等四被告验收合格， 1064 元） ， 十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
结算工程款时， 蒲某等四被告认为该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判决后， 十二
工程款应由全体业主均摊， 但王某等 被告主动履行了义务。
另外八被告以蒲某等四被告未经全体
淑惠 王 冰）
（杜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2）长县
执字第525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履行（2011） 长县民初字第1194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偿付常斌、 长沙金龙铸造实业有限公司2183937 元， 缴纳诉讼
费51252 元，执行费24290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湖
雷开亮、易香玲：本院立案受理申请执行人陈文武与你们民
间借贷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长县执字
第503 号执行通知书， 限你于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 按照本院
县民初字第2451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下列义务：偿还申
（2011）长
请人借款26660 元及利息9400 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承担诉讼费用1314 元和执行费440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湖
雷开亮：本院立案受理申请执行人黄根铭与你民间借贷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长县执字第504 号执
行通知书， 限你于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 按照本院（2011） 长县
民初字第2706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下列义务： 偿还申请人借款
及利息7684 元；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46600 元
承担诉讼费用1801 元和执行费600 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湖
熊学文：本院执行的(2012)西桃执字第21 号吴莉红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定还款义务，本
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决定执行你所有的南昌市东湖区贤士南
路217 号01 栋3 单元201 室、 东湖区贤士南路217 号01 栋
及西湖区孺子路148 号1 单元701 室房屋， 经江西怡信
202 室
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评估， 上述房屋评估价分别为
元、64.3350 万元、64.2110 万元、101.5212 万元。 因你
56.4754 万
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赣怡信估(2012) 字第07020 号评估报告。 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江
夏雪（ 女， 身份证号：522428198809100427）、 丁淑杰（ 女，
身份证号：220402195409095040）、 张洋洋（ 男， 身份证号：
院已受理申请执行人吉林市工商
13098419900802571X）： 本

行政管理局船营分局与被执行人张汉伟、陈波的传销行政处罚
一案。 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船营分局先
予执行申请，本院已作出（2012）船行诉前保字第2 号行政裁定
书。 裁定扣划张汉伟、陈波储蓄在夏雪、丁淑杰、张洋洋帐户中
的非法传销款项。 现依法向夏雪、丁淑杰、张洋洋公告送达行政
裁定书。 裁定书的具体内容是：扣划夏雪、丁淑杰、张洋洋银行
帐内存款合计11，454，705.72 元、 上述款项划至吉林省吉林市
船营区人民法院。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吉
慈维发：本院在执行大连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再字第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中，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令你于接到本通知后3
日内履行法律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迟延履
行金。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你应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 日内到我院领取该通知，逾期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姜林：本院受理锦联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作出拍卖裁判书并委托大连鼎泰昌隆房地产土地
评估有限公司对普兰店市安波三元温泉山庄的三处房产及土地
价值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昌隆房估字【2012】第6035 号房地产评
估报告，评估价值1689 元万元，现予公告送达裁定书及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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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寓意装修公司、大连金州天马实业总公
司：本院受理吉林信达金都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双方借款纠
纷一案，申请人吉林信达金都实业有限公司申请追加大连市金州
区站前街道马家村委会为被执行人，本院已作出（2011）开执预字
第65-1 号、65-2 号民事裁定书， 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马家村
委会向我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
开执预字第65-1 号、65-2 号民事裁定书、执行异议申请书、听证
会开庭传票，并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1 号
听证法庭听证审理此案（遇节假日顺延）。 本公告经过60 日则视
为送达。
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