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现在开庭］

2012年 8月 14日 星期二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晓燕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50 稿件传真（０１０）67550782 电子信箱押anjian＠ｒｍｆｙｂ．ｃn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 从民
间习俗上看， 购买的房屋如果曾
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 “有过
令人厌恶的用途” 等非质量性瑕
疵， 那么这套房屋就很难被人轻
易接受。 但就合同而言， 转让房
屋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原、

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前并未就诉争
房屋内有无非正常死亡事件达成任
何承诺， 在所签的居间合同中未约
定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披露义务条款，

现行法律也未规定非正常死亡事件
信息属卖方应尽的告知义务。 而将
其简单地归入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也显然不恰当。 所以买房人购房后
得知情况， 请求赔偿的诉求是合乎
情理的， 但在法律上却不容易得到

支持。

法官建议购房者， 在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时， 可以要求卖房者保证房屋
不存在非质量瑕疵的情况， 并约定，

如果隐瞒事实， 购房者可随时解除合
同并追究卖方违约责任。 签订合同后，

如果卖房者隐瞒真实情况， 买房者要
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或赔偿的请求，

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更容易得到法律
的支持。

■

法官说法
■

本报讯（记者张晓敏通讯
员王飞） 天津市民苑女士从一
男子手中购买了一套公产房屋的使
用权后，却从邻居口中得知，曾有人
在这间房子里自杀身亡。 几十万元
买到的房子却是一处“凶宅”，苑女
士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决定与卖
房者对簿公堂，撤销双方的“房屋置
换合同”。 日前，该案在天津市红桥
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下， 双方对这起
“房屋非质量瑕疵” 案达成协议：房
屋置换合同不撤销， 卖房男子一次
性补偿原告

6

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涉案房屋曾
是市民任某承租的公产房， 由某房
管站管理。

2011

年，男子崔某通过
房屋置换，承租使用该房。

2011

年
10

月，苑女士通过北辰区一家房屋
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得知这套房屋对
外转让。于是，她找到了服务中心询

问相关情况。经工作人员介绍情况，

又进行了实地察看后， 苑女士表示
满意。不久，苑女士和崔某以及服务
中心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苑女士通过置换方式以
29.4

万元
的价格购买该房屋的使用权。

合同签订后， 苑女士与崔某到
置换公司办理了公有房屋的置换手
续。之后，又到房管站办理了公有房
屋承租手续， 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承
租权。 但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苑女
士却从邻居口中得知， 曾经的居住
人任某在该房内自杀身亡。 几十万
元买到了一所“凶宅”，苑女士无论

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气愤之
下，一纸诉状将崔某推上了被告席，

请求撤销涉案《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及《公有房屋置换合同》，并赔偿相关
损失。

法庭上， 作为被告的崔某深感冤

枉，他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该房屋内发
生过有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 但他同
时认为该事件并不影响原告对房屋的
使用。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经法院主持
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及
《公有房屋置换合同》合法有效，但由
崔某给付苑女士经济补偿金

6

万元。

买房后得知是“凶宅” 起诉撤销合同

法院调解： 卖方一次性补偿买主6万元

一条感谢短信背后的执行故事

陈若禺郭建军
“我跑了很多次都没有解决的

案子， 没想到来中原法院一次就顺
利执结， 史法官， 谢谢您！”

8

月
6

日一早，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史红旗就收到一条感
谢短信， 让他一整天的心情都十分
愉快。

发这条短信的是家住湖北省巴
东县的申请执行人谭先生， 他的案
件被当地法院委托给了郑州市中原
区法院执行。 原以为异地执行会进
展缓慢， 没想到在史红旗的努力
下， 仅用了七个工作日案件便顺利
执结， 这令谭先生喜出望外， 由于
路途较远， 他无法当面道谢， 便用
一条短信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谭先生是做钢材生意的， 因为
17

万余元的欠款纠纷， 他将河南
省某建设公司诉至巴东县法院。 去
年

5

月
16

日， 法院一审判决建设
公司败诉， 但公司迟迟不愿履行生
效判决， 在谭先生再三催讨下， 公
司仅支付了

3

万元。 无奈， 谭先生
向当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什么
时候才能要回全部欠款， 谭先生心
里也没有底。

因该公司住所地在郑州市中原
区， 为方便案件执行、 节省司法成
本， 巴东县法院将案件委托中原区
法院代为执行。

听说要异地执行， 谭先生心里
犯起了嘀咕： “巴东到郑州

800

多

公里， 要是执行不顺利， 需要我来
回折腾那可就惨啦！”

7

月
25

日， 中原区法院执行
局将该案分给了一队队长史红旗，

接到案件， 史红旗心里想的第一件
事便是尽量让谭先生少跑路， 避免
他两地奔波受累。

“你在外地， 来一趟不方便，

这边的工作我先做着， 等有消息了
你再来。” 史红旗先给谭先生打了
个电话， 稳定住他的情绪。 紧接
着， 他马上向被执行人建设公司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 并通知其来法院
协商解决。

建设公司负责人来到法院后，

史红旗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 虽然

天气炎热， 但史红旗连水都顾不上喝
一口， 从法律、 人情的角度反复劝说
着公司负责人， 希望他们积极履行还
款义务， 并争取与谭先生和解结案。

经过史红旗的努力， 建设公司终
于同意协商解决， 史红旗这才松了一
口气。 他随即通知谭先生到郑州共同
协商， 但谭先生因为工作繁忙暂时不
能前来。

“没关系， 我等着你， 什么时候
来咱什么时候解决。” 史红旗十分诚
恳地许下诺言。

8

月
5

日， 星期天， 由于受台
风影响， 郑州下着瓢泼大雨， 坐在
火车上， 谭先生的心中充满忧虑，

今天是休息日， 史法官会等着为自

己办案吗？

刚进门， 谭先生就呆住了， 史红
旗已经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等候他的到
来了， 淋湿的衣服还在不停地滴着水
珠。 看到谭先生到来， 史红旗顾不上
自己的辛苦， 马上开始为双方主持调
解，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调和沟通，

双方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协议约
定： 建设公司于当天一次性支付给谭
先生

14

万元， 谭先生自愿放弃余款
及相应利息。 下午

4

点半， 建设公司
将

14

万元执行款全部转到谭先生的
银行账户上， 案件顺利执结。

从受理到结案， 在史红旗的努
力下， 只用了七个工作日， 这是原
本对异地执行充满疑虑的谭先生始
料未及的， 尤其是史红旗牺牲休息
时间， 不辞辛苦的工作态度更是令
他深受感动， 回到巴东， 谭先生仍
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 只能用一条
短信向法官表达深深的敬意和由衷
的赞扬。

本报讯江苏启东女子路
某在离异多年后， 终于找到了
心仪的对象， 两人相约白头到
老。 没料， 两人在车库改建的
出租屋内居住的第一夜， 就发
生煤气中毒事故， 男子意外死
亡， 她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事后， 死者家属将房东、 转租
人和路某一起告上了法庭， 要
求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54

万余元。

8

月
9

日， 在启东市人民
法院法官的调解下， 房东蒋某
赔偿

25

万元， 转租人谢某赔
偿

1

万元， 路某念及旧情自愿
补偿

3

万元。

2011

年年初， 家住启东
的路某通过网络， 结识了南京
工程师周某。 两人均离异多
年， 同样的遭遇， 让两人很快
走到了一起。 同年

5

月
12

日，

周某从南京来启东看望路某，

并决定租房一起生活。

次日， 两人在寻找房源
时， 巧遇正在搬家的谢某。 原
来， 谢某承租蒋某的房屋（车
库改建） 还有一个月租期将
满。 在电话征得房东同意后，

谢某将房屋转租给两人。 当
天， 路、 周两人在附近超市里
购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后， 就住
进了出租屋。

第二天清晨， 该小区保洁
员经过该车库时， 发现大门紧
闭的出租屋内传来一股煤气的
味道，赶紧喊来小区保安。保安
强行打开门后， 发现在里面居
住的路某、周某已经昏迷。经医
院抢救，只有路某得以苏醒。经
鉴定，周某系一氧化碳中毒，血
液中碳氧浓度超过

50%

。

公安人员现场勘验后发
现， 涉案出租屋系车库改建而
成， 无任何排气通风设施， 而
现场的燃气热水器开关没有关

闭， 淋浴喷头仍在流水。 警方
认定， 液化气经燃烧后产生的
一氧化碳气体无法排出屋外是
引起周某死亡的原因。

死者之子小周认为， 房东
擅自改装车库对外出租， 以及
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设
备导致了周某死亡， 存在明显
过错， 应予赔偿。 今年初， 小
周将路某、 谢某及房东蒋某一
起告上法院， 索赔

54

万余元。

法庭上， 房东蒋某辩称，

出租的车库经过改装后已具备
居住条件； 出租房屋的使用、

管理义务应由转租人谢某来承
担； 另外周某缺乏基本安全常
识使用燃气设备不当， 自身存
有过错。

谢某则辩称， 租赁关系是
直接发生在周某、 路某与房东
之间的， 意外责任也应由房东
承担。路某则表示，她也是中毒
受害者之一， 事发时她和死者
周某是共同承租、使用该房屋，

死者周某系成年人， 她对于周
某没有安全保障义务， 意外责
任理应由房屋出租方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房屋
内的燃气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导致了这次的意外发生， 出租
人蒋某负有主要责任； 转租人
谢某在该房屋内生活较久， 对
房屋情况比较了解， 转租时未
将燃气设备使用风险充分提示
周某及路某， 没有尽到注意义
务， 存有一定过错， 应负次要
责任。 而路某和周某欠缺基本
生活安全常识， 使用燃气热水
器不当， 自身也存有过错。

经承办法官组织多次调
解， 各方都同意作出一定的让
步， 路某念及旧情， 同意作出
一定的补偿， 最终达成上述调
解协议。

（顾建兵王林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
物交付承租人， 并在租赁期间
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
九条规定： “出租人应当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房屋的维修义务
并确保房屋和室内设施安全。”

因此， 出租人对出租房屋具有
瑕疵担保义务， 有义务确保房
屋结构、 生活设施完整， 具备
生活居住条件， 符合相关安全
标准。 转租人对于房屋及生活
设施的安全性同样负有一定的
保障义务， 对于可能存在的瑕
疵和风险， 有义务充分告知和
提示次承租人。 本案中， 涉案
出租屋系车库改建而成， 无燃
气排气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

出租人应负有主要责任； 同时
转租人未将燃气设备使用风险
充分提示次承租人， 亦存有一
定过错。

在司法实践中， 承办法官
发现， 因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

强、 房价高等因素， 促使不少
房东为了赚取更多的租金， 会
将住房隔成许多小单间单独对
外出租， 而将车库改建成住房
则更为常见， 而这种现象在学
校、 工厂周边等人口密集区则
显得尤为普遍。 殊不知， 这种
做法不但改变了房屋结构和原
本用途， 而且生活设施和安全
标准往往也不到位， 特别是车
库内住人本来空间就小， 加上
食宿做饭都在一起， 极易因煤
气排放不畅导致煤气中毒而引
发责任事故。

承办法官提醒， 房屋出租
人要保障租赁物符合安全生活
的基本要求， 否则一旦出现责
任事故， 将难逃干系。 租房者
不要贪图眼前的小便宜， 对于
租赁价格相对较低的房屋， 一
定要仔细察看出租房屋及附属
生活设施是否完备， 是否符合
安全生活标准。 房东或转租人
也要及时提醒租房者要安全、

正确地使用房屋及生活设施，

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租客煤气中毒身亡房东被判赔25万

出租人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顾建兵王林萍

■

法官说法
■

■特别关注■

因妻子纠缠离婚官司， 将气撒
在妻子代理人身上， 竟驾宝马车撞
向代理人。

8

月
10

日，广东省中山
市第二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一
审宣判，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
徐广有期徒刑一年， 并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孙万宝医疗费、 误工
费等损失

5

万余元。

案情回顾
夫妻闹离婚 车撞代理人

被告人徐广， 古镇某灯饰厂老
板，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豪。

2008

年， 徐广的妻子郭峰在山东省济南
市天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
主张分割财产。

说起郭峰，徐广的家属就来气。

据他们反映， 两人是
1998

年结婚
的， 婚后没多久就分居了，

2006

年
后干脆断了来往。 当徐广独自南下
广东打拼小有成就时， 郭峰却索要
财产来了。

一审时，法院判决郭峰胜诉，徐
广提起上诉。两人结婚时，徐广是由
其哥哥代办， 结婚证上也无婚姻登
记机关的红色印章。 民政部门给法
院的复函显示， 该部门查无两人的
婚姻登记档案。 二审法院据此判决
驳回郭峰的诉讼请求。 孙万宝就是

郭峰的诉讼代理人。

终审判决后， 郭峰还不服气，依
旧委托孙万宝对徐广的经济情况展
开调查。

2011

年
10

月初，两人来到中
山取证。 案发的时间是

10

月
5

日上
午

9

时许， 该路段的监控视频显示，

徐广驾驶一辆宝马车行驶至古镇银
都宾馆附近时， 偶遇孙万宝和郭峰，

孙万宝遂持相机对徐广及其驾驶的
车辆拍照，徐广见状立即离开。 但数
分钟后，双方又在古一新兴广场通往
长尾涌市场三角路口时再次相遇。孙
又拿出相机在宝马车前拍照。 突然，

徐广驾驶宝马车先右转再左转，加速
撞上了孙万宝， 过程中有刹车情形。

后经鉴定，孙万宝为轻伤。

宝马车撞人案在中山引发轩然
大波。警方介入后，徐广被以涉嫌故
意伤害犯罪立案侦查， 后被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

庭审焦点
故意伤人还是交通肇事？

庭审时， 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人大代表、新闻媒体及
各界市民数百人将法庭围得水泄不
通。 双方围绕着被告人的行为是故
意杀人、 故意伤害还是交通肇事等
展开长达

6

个小时的激烈辩论。

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认为应以故
意杀人罪追究刑责。孙万宝称，其与
被告人在之前济南的两次庭审中早
已认识， 由于他查出了徐广的公司
涉嫌偷漏税、转移财产等情况，对方
知道后恼羞成怒，因此想报复杀人。

徐广则辩称，自己当时很慌张，

头发蒙，因躲避不及而撞倒被害人，

应该是交通肇事。其辩护人认为，被
告人和孙万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

如果想杀人，徐广应该撞妻子郭峰。

同时，从汽车的运行轨迹来看，徐广
的宝马汽车在撞人之前， 车尾指示
灯

3

次亮起，说明有
3

次刹车。从被
告人刹车的行为可以排除故意杀人
的可能。 因此， 这根本不是故意伤
人，而是一起交通事故。

当公诉机关放映监控录像，看
到宝马车突然加速撞向被害人时，

旁听席上不禁发出一片惊呼。 最后
陈述时， 徐广认为其与郭峰的离婚
案只是家庭矛盾， 曾想过要内部解
决， 不要走持久的法律程序，“这样
只能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造成伤
害。 ”

法院判决
被告人领刑赔偿

对于罪名认定问题， 审理该案

的合议庭认为， 被告人徐广的供述证
实， 被告人徐广因被害人孙万宝在其
与郭峰的离婚诉讼中有对其不利的言
语和行为而对孙产生怨恨， 且案发当
日孙万宝

2

次对其拍照导致上述情绪
加剧， 因此被告人徐广驾车至案发地
再次见孙万宝对其拍照时并未避让，

而是驾车加速撞向孙万宝。 对于加速
行为，第三人的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南方医科大学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都可以证实。被告人徐广主观上有
伤害被害人孙万宝的犯罪故意， 客观
上造成了孙轻伤的后果， 其行为构成

故意伤害罪，不符合交通事故的特征。

被告人徐广驾车撞向孙的过程中，有
刹车及左转向行为， 可见其并无杀害
被害人的犯罪目的， 不构成故意杀人
罪。综上，对徐广的行为应以故意伤害
罪认定。

法院同时认为， 被告人徐广的犯
罪行为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孙万
宝的经济损失， 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法院综合本案有关证据，对诉讼
请求中有理有据部分予以支持， 但数
额应以法院核定的

5

万余元为准。

图为法庭向被告人出示证据。

不满妻子纠缠离婚丈夫撞向妻子代理人
中山“宝马撞人”案一审宣判

林劲标邝羽李世寅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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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4

日（总第
5394

期）

中国泛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
心、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中国飞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崇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对申请人刘金龙与被申请人中国泛
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中国
泛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申请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申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上海华贝电气仪表成套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
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款、第三款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裁定终结上海华贝
电气仪表成套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上海博微赛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
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款、第三款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裁定终结上海博微
赛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裁定受理了中航华海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华
诚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 清算中，管理人无法联系华海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不能接管该公司财产及财务资料，且该公
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 故管理人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向
本院申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经本院审查，管理人的申请属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7

日裁定终结中航华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务人迁西远大万通球墨铸管有限公司
的破产申请，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作出（

2012

）迁破字第
1-1

号民
事裁定，立案受理了该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3

个月内向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唐山正义企业破产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处理事务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长城路商务
局执法队三楼，电话：

0315-5612779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

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开明街

3

号），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
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

河北
]

迁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5

年
11

月
29

日依法受理债务人济源市渔业总
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宣告该企业破产还债程序。 因该企
业的破产资产已不足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
请，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务不
再清偿。

[

河南
]

济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山西省地方国营垣曲县陶瓷厂破产一案，因破

产财产在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剩余部分不足支付所欠职工劳
动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裁定终结山西省地方国营垣曲县陶
瓷厂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山西
]

垣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垣曲县茧丝绸公司破产一案，因破产财产在优

先拨付破产费用后，剩余部分不足支付所欠职工劳动债权。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裁定终结垣曲县茧丝绸公司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
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山西
]

垣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垣曲县建筑材料公司破产一案，因破产财产在

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 剩余部分不足支付所欠职工劳动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裁定终结垣曲县建筑材料公司破产程序。 未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山西
]

垣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垣曲县金属材料公司破产一案，因破产财产在

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 剩余部分不足支付所欠职工劳动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裁定终结垣曲县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程序。 未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山西
]

垣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垣曲县机电设备公司破产一案，因破产财产在

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 剩余部分不足支付所欠职工劳动债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裁定终结垣曲县机电设备公司破产程序。 未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山西
]

垣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四川省华蓥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

申请，于
2012

年
8

月
1

日作出（

2012

）华蓥民破预字第
2

号民事
裁定书立案受理了该案，并指定四川省华蓥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清算组为本案破产管理人。四川省华蓥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向破产管理人
[

地址：华蓥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华蓥市政府大楼第五楼），联系人：唐玖华，电话
13608271689]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
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

56

条规定处理。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望准时参
加，并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有委托
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

四川
]

华蓥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额敏县粮油收储公司申请， 已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作出（

2012

）额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额敏县粮油收储
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破产管理人为：新疆永佳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点：额敏县粮油收储公司办公楼。

额敏县粮油收储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额敏县粮油收储公司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
起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前向破产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会议召开，

望债权人届时参加。

[

新疆
]

额敏县人民法院
2012

年
3

月
23

日， 本院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三木露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

明，根据管理人前期债权登记审查结果，本院经审查已确认的宁波
三木露营用品有限公司债务金额为

197 401 570.16

元，但其资产
经评估价值仅为

28 000 981.00

元。本院认为，宁波三木露营用品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
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3

日裁定宣告宁波三木露营
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

浙江
]

宁海县人民法院

个旧有色金属交易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你公司与申请执行人
中国防城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未履
行已生效的本院（

2008

）海商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本
院依法将查封的

174.26

吨铅精矿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抵债。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

2009

） 海执字第
73-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西
]

北海海事法院
康爱： 本院受理史永年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万执字第
172

号执行通知书。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
3

日内， 自动履行本院生效
（

2012

） 万民初字第
27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万全县人民法院
阜城天亨压滤机制造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衡水金凯路彩钢

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

2012

）阜法执字第
6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
动履行（

2012

）阜民二初字第
9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阜城县人民法院
寇学文：本院受理阜城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与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阜法执字第
3

号
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
履行本院（

2011

）阜民二初字
103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阜城县人民法院
湘潭县江山石业有限责任公司、陈海云：湖南开隆典当有限

公司与湘潭县江山石业有限责任公司、陈海云、刘威国、刘家江典
当纠纷执行一案， 本院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
行通知书，要求被执行人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但被执行人至今仍未履行，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告知：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湘潭县江山石业
有限责任公司证号为

C4303212009057120050044

的采矿许可证
依法进行评估、拍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本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你方应来本院履行确定评估、拍卖机
构相关手续，逾期本院将依法确定评估、拍卖机构，并以该拍卖所
得价款抵偿债务。

[

湖南
]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王炼：本院受理潘锋申请执行本院（

2011

）岳民商初字第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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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人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对你名下的一台车牌号为湘

C29555

号的丰田小轿车进
行评估、拍卖。

[

湖南
]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杨震：本院受理司马凌云申请执行杨震的本院（

2011

）岳民商
初字第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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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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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对被执行人杨震所有的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岳塘街道铁牛
埠村

13

东
23

号（产权证号
113441

）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并以
该拍卖所得价款抵偿债务。

[

湖南
]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刘泳华： 本院执行的唐闻骏申请执行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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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潭执字第
262

号执行通知书
及（

2012

）潭执字第
262-1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湖南
]

湘潭县人民法院
海南佳运房地产公司：本院受理中国人民银行南县、华容县、湘

阴县、汨罗市支行申请执行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岳终执字第
7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终结本院（

2002

）岳中民
二初第

49

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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