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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推动三项重点工作过程中，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始终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 新期待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依托立案诉讼服务改革，通过建立立案会商工作机制、

立案前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构筑“五位一体”不正当诉讼立案源头
防控体系，认真把好案件审查和矛盾化解的第一道关口，为依法保
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
出了积极贡献。

立案会商 开启保障审判效果“直通车”

“公正司法、 一心为民” 的司法理念
是法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多年来，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的工作主题，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政法委的决策部
署， 在进一步增强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水
平的同时， 拓展司法功能、 延伸司法服
务， 在为推动辖区经济发展和首都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方面做出了有
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自

2010

年
7

月
开展立案诉讼服务改革以来， 丰台区人民
法院陆续推出重大敏感案件风险预警评估
及化解、 立案会商、 不正当诉讼立案源头
防控等多项工作机制， 进一步完善立案前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积极稳妥地保护
当事人诉权、 有效控制各类不正当诉讼、

源头高效化解纠纷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一是整合法院内外资源， 形成多部门
联动化解纠纷的合力。 立案阶段各项工作
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方面， 在明晰立
案、 审判、 执行工作定位的基础上， 实现
了立审执各部门之间的顺畅衔接、 联动配
合， 免于当事人可能在立案、 判决、 上
诉、 执行等诸多环节奔波， 形成法院内部
化解纠纷的司法合力。 另一方面， 主动将
纠纷化解工作向前端、 向基层延伸， 依托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和协助执行等网络，

充分发挥巡回法庭流动审判、 资深法官对
口定点指导等审判延伸功能， 达到诉讼内
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

调动各方社会力量联动化解纠纷， 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二是注重以人为本， 向人民群众奉献
司法人文关怀。 丰台区人民法院在积极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 的核心要求， 主动将涉民生、 涉
社会弱势群体、 具有敏感因素、 新类型和
疑难复杂等纠纷优先纳入立案会商和立案
调解的案件范围， 并推出优先审查、 优先
立案、 优先调解的“三优先” 和上门审
查、 上门立案、 上门调解的“三上门” 便
民举措； 对涉及劳动报酬、 赡养费、 抚养
费等事关民生案件及涉及孤寡老人、 残障
人士、 妇女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

突破传统办案模式， 以会商为基础， 以保
全促调解、 保执行， 在化解矛盾的同时解
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 凸显司法的人文
关怀。

三是创新审判工作机制， 提升法院司
法服务新水平。 为确保当事人在丰台法院
打一个“公正、 明白、 便捷、 受尊重” 的
官司， 该院不断创新审判工作机制， 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 新期
待。 通过立案阶段立案会商、 不正当诉讼
源头防控、 多元化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机
制的建立与完善， 促进立案、 审判、 执行
各部门集思广益、 优势聚合， 推动了案件
审执的繁简分流和案件调判的有机结合，

真正发挥社会矛盾调节器、 减压阀的作
用， 努力实现法院在提升司法服务能力和
水平上的新突破。

今后， 丰台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勇于实
践、 大胆创新，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拓展司法功能
延伸司法服务

丰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王宜生

“孩子淹死了， 我还是癌症晚期， 你们不给
我立案， 我就抬着尸体上天安门

!

”

2010

年
9

月
27

日一大早， 一个
40

岁上下的男人叫嚷着来到
丰台法院立案庭。 立案庭副庭长徐冲接待了他。

原来这个人姓蒲， 他
12

岁的儿子小勇在北
京一家游泳馆游泳时溺亡。 游泳馆的情绪也很对
立， “他还去法院告我？ 我们刚开业就遇上这倒
霉事， 还觉得晦气呢！ 那孩子有癫痫病， 他们自
己没看好， 怨得着我们吗？”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为后续的审判执行
工作争取主动， 立案庭决定———报请领导启动立
案会商机制。 第二天， 立案会商程序启动。 主管
副院长、 立案庭庭长、 立案法官、 相应审判庭的
法官等参加了立案会商， 每人桌上放有一篇包含

案件事实、 矛盾对抗焦点、 纠纷化解难点等内容
的材料。 立案庭将蒲先生生活情况、 矛盾对抗
程度、 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风险级别等内容
通过《立案提示单》 通报给审判庭， 审判庭的
法官也根据掌握的现有事实， 把该案中涉及的
法律关系、 双方责任应当如何认定等与立案法
官充分交换了意见。 经过这一轮立案会商， 审
判庭对案件有了充分的了解和审理的思想准备，

立案庭对案件的走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立

案法官对立案阶段的调解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思路。

同时， 大家也认为， 如果此案走到实体审理阶段，

经过庭审的过程， 双方可能会加深彼此的对立，

矛盾将更加难以化解。 为此， 大家对加大立案阶
段的调解力度， 力争将此案及时、 彻底化解， 实
现最优的社会效果达成共识。 最终， 这个原本让
立案庭和审判庭都感到十分棘手的案子在立案阶
段得以圆满调解解决， 蒲先生及时拿到了

20

万的
赔偿款。

立案会商机制是丰台法院近年来探索建立的
一项新机制。 丰台法院在坚持立审执分离、 立审
执配合和独立审查三大原则的前提下， 将涉民
生、 社会弱势群体、 新类型、 疑难复杂以及矛盾
双方对抗性强、 矛盾易激化等案件纳入立案会商
案件范围， 在案件受理条件不明晰以及案件存在
潜在影响审判、 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的因素， 可能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时， 立案庭联合审判庭室就案
件受理意见、 信访风险、 化解方案等内容进行会
商， 把好立案审查的第一道关口， 确保案件立得
进、 审得出、 效果好。

2011

年至今， 丰台法院立
案前共计会商

900

余次， 涉及案件
600

余件， 切
实保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
稳定。

“女儿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法院要是不替我
做主，我就撞死在你们这！ ”

2010

年
12

月
23

日，

一位
30

多岁的妇女瘫坐在丰台法院诉前调解室
门口，声音歇斯底里。

立案庭副庭长金雪接待了她。原来，这人叫李
云芳，和丈夫于大志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天桥上摆
摊卖点小玩意。

2010

年
9

月
28

日，

4

岁的盈盈在
跟爸爸摆摊时从天桥栏杆的缺口处坠落， 撞在一
辆迎面开来的轿车上，当场死亡。

金雪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决定依托立案阶
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邀请调解经验丰富的人
民调解员吴志国、人民陪审员马浩参与诉前调解。

调解中， 金雪从责任分配角度给双方摆事实讲道
理，而吴志国和马浩则依托其身份优势，从人情事
理的角度做双方工作。 调解工作从下午

1

点一直
进行到了

5

点，最后，公路工程养护公司一次性赔
偿李云芳夫妇

33

万元，案子圆满解决。结案后，丰
台法院还向公路工程养护公司发出了司法建议，

从保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角度， 建议该

公司做好天桥栏杆的养护和维修工作。

这只是丰台法院立案庭利用立案阶段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成功化解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例。

2008

年
7

月， 丰台法院与丰台区司法局在丰台法院设立诉
前人民调解工作室。丰台法院依托“人民调解进立案
庭”工作机制，广借外力，积极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
参与立案前调解工作，先后与区房管局、工商局等行

政机关，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中国互联网协会、消
费者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街道、乡镇等基层
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等多种社会
力量建立了广泛的诉前调解联动工作机制， 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立案阶段多元化纠纷化解模式， 实现了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
接， 达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与良性
互动， 立案源头化解纠纷的同时减轻法官审判工作
压力。

2011

年至今，丰台法院利用立案阶段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成功化解各类纠纷

9000

余件，有效保护
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多元纠纷解决 从源头梯级过滤纷争

2011

年
12

月， 一对中年夫妇走进丰台法院
立案大厅。 “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离婚， 对财产分
割没争议， 赶紧给我们办吧！”

接待这对夫妇的法官叫相淑朝， 她很快发
现， 这夫妻俩情绪很不稳定， 说话前后矛盾、 词
不达意， 一会儿说两人是自由恋爱， 一会儿又说
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一会儿说因为琐事总是吵
架， 所以要离婚， 一会儿又说双方都是再婚， 婚
前缺乏了解所以要离婚……后来两人也意识到话
中漏洞百出， 最后都不愿意再说话， 只是执意要
法官赶紧给他们办离婚。

这里一定另有隐情！ 在立案审查期间， 相
淑朝多次找这对夫妻谈话， 并走访了两人住
所地的社区居委会， 探究事情的真相。 最终，

印证了相淑朝心中的疑虑， “他们是为了多

分拆迁款假离婚！” 相淑朝对两个当事人进行
了批评教育， 夫妻二人从法院取回了起诉材
料。

近年来， 一些当事人恶意串通， 通过伪造证
据、 虚构事实等手段进行不正当诉讼的现象时有
发生， 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2011

年
11

月， 丰台法院依托立案诉讼服务改革
构筑了“五位一体” 不正当诉讼立案源头防控机
制， 具体包括： 一是服务与管理并重的不正当诉
讼源头防范教育机制， 通过诉讼指引释明和风险

告知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 二是精确定位的不正当
诉讼源头发现识别机制， 通过总结不正当诉讼的典
型外在特征、 梳理不正当诉讼的类型特点和确定不
正当诉讼“高危” 案由列表， 提高立案法官的敏感
性， 以便准确识别、 排查出不正当诉讼； 三是分段
负责的不正当诉讼源头筛查确认机制， 通过狠抓起
诉登记、 审前送达、 程序性审查、 诉前调解“四个
节点”， 全程节点式源头筛查确认各类不正当诉讼；

四是立审执联动的不正当诉讼源头预警沟通机制，

通过加强立案提示、 构筑不正当诉讼信息沟通共享

平台以及建立不正当诉讼备案制度畅通立审执各程
序间不正当诉讼信息的及时沟通互动， 增强防范的
主动性和有效性； 五是化解与制裁并重的不正当诉
讼源头处置疏导机制， 通过立案阶段多元化化解纠
纷、 加强立案阶段程序性裁决权的适用和不正当诉
讼行为的制裁处罚力度， 源头妥善化解、 减少各类
不正当诉讼。

丰台法院通过立足“五位一体” 不正当诉讼
立案源头防控机制， 狠抓起诉登记、 审前送达、

程序性审查、 诉前调解的“四个节点”， 坚持指导
与警示并重、 核查与质证并重、 裁决与惩罚并重、

化解与疏导并重的“四个并重”， 仅半年时间， 就
筛查出恶意诉讼

57

件， 虚假诉讼
36

件， 关联诉
讼

72

件， 有效保护了对方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 维护了司法权威。

“五位一体”防控 构筑不正当诉讼处置屏障

为把好人民法院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
关口， 丰台法院立案庭依托立案诉讼服务改革，

创新工作方法， 完善工作机制， 正式建立立案
会商、 不正当诉讼立案源头防控机制， 并与立
案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紧密衔接， 将大量社
会纠纷化解在立案阶段， 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
谐稳定。

一是服务审判和诉讼群众的功能增强， 实现
诉讼效率的提升和当事人诉累的减轻。 丰台法院
利用立案诉讼服务改革的优势， 在立案前同步开
展立案会商、 不正当诉讼源头筛查以及多元化
解， 对一些诉讼风险较高的纠纷及各类不正当诉
讼起到了很好的过滤和缓冲作用， 为后续的审

判、 执行工作争取了主动， 确保了有针对性地高
效化解纠纷， 实现了诉讼效率和社会效果的显著
提升； 对关涉民生、 弱势群体的各类纠纷开展立
案会商， 提示审判法官“提速” 化解纠纷， 并在
立案前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和诉外协调， 用最短的
时间帮助当事人解决矛盾， 大大减轻当事人的诉
累。

二是立案指导和风险提示功能增强， 帮助群

众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 立案会商中形成的会商意
见强化了立案指导功能的延伸， 法院在立案前则可
以从审判、 执行的角度向当事人进行专业的指导和
释明， 帮助当事人准确判断诉讼预期并指导自己下
一阶段诉讼行为， 提高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能力和效
率； 不正当诉讼的负面风险提示和风险告知， 在诉
讼源头对当事人的不正当意图予以遏制， 引导当事
人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 正确行使诉讼权利。

三是诉求过滤和繁简分流功能的增强， 促进立
案前矛盾纠纷的源头多元化解。 立案阶段的会商和
对不正当诉讼的源头分节点筛查， 一方面， 为法院
在立案前深入了解案件背景、 深层次原因、 诉讼意
图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一些通过诉讼途径无法妥
善化解的纠纷， 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和诉外协调， 居
中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在帮助当事人反映、 解决实
际困难的基础上寻求矛盾化解途径， 最大限度地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法院不仅能够深
入了解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意向， 扩大立案前调解范
围， 而且便于及时发现相关案件之间的联系， 规模
化、 系统化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有效促进了
大量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

创新诉讼机制 助推社会矛盾源头化解

丰台：把好预防化解矛盾第一道关口

徐全影雪洁

方小飞：本院受理原告胡细辉诉你民间借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开庭审理和
宣判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3

时
2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在本院小法庭进行。 领取判决书期限为宣判后

60

日
内，逾期即视为送达。

[

安徽
]

绩溪县人民法院
张小明：本院受理李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

甘肃
]

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
曹飞： 本院受理陈来宝诉你与马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甘肃
]

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
蔡德龙、蔡毅刚、蔡志全、查剑平、陈欢、陈涛、陈晓红、陈绪

铭、褚文霞、崔伟杰、邓君、邓明秋、方燕祥、葛伏标、葛俊庆、龚云
霄、关锋、郭瑞昌、郭伟、国志强、韩进生、韩涛、何红春、胡富华、胡
楠竹、胡远良、姜丽璇、柯海旭、李春、李健、李明、李庆、李绍荣、李
玉刚、刘昌伟、刘帅帅、刘兴波、刘玉彬、刘玉环、刘志雄、柳青、芦
晓东、马冬、马欢、马瑶、梅梅、潘博、彭必兰、彭琪、秦金生、佘
磊、石静、孙文洲、谭爱明、汤光燕、唐菲、唐伟、汪峰、王冲、王蜜、

王文斌、王希、魏玮、吴平、肖懋儒、肖琪、肖仁海、肖宿锋、谢朝辉、

熊文广、徐丹、徐玉霞、杨宏卫、杨军秀、杨秀丽、杨智、易君健、殷
跃、尹诗、尹卫平、余宏远、虞瑞荣、张绍军、张晓光、张毅、张志友、

赵进、赵曾璇、郑利勇、钟新民、周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

湖北
]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汪海峰：本院受理无锡市恒鑫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无锡市

鲲鹏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通知书、告当
事人权利义务书、五禁、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郭周勤：上诉人董维就（

2012

）金民初字第
00043

号判决书提起
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

陕西
]

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慎遗失交通银
行厦门分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记载： 票据号码为
30100051 20067204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3

年
1

月
8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80

万元、出票人为
厦门建发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于

2012

年
8

月
9

日向本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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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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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票号码

30500053 20054514

，出票人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付款行民生银行绍兴支行，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11

月
11

日，收款人上
海兴秋物资有限公司，背书人盱眙金桥混凝土有限公司、宿迁

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安徽海螺川崎工
程有限公司， 持票人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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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华耀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40200051/2068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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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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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德清县人民法院

刘成志：本院受理申请人重庆市南岸区房屋管理局申请执
行该局对你及重庆水泥厂作出的南房拆裁【

2012

】第
031

号城
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2

）南法非行审字第
81

号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游禄（录）兰：本院受理申请人重庆市南岸区房屋管理局申

请执行该局对你及重庆水泥厂作出的南房拆裁【

2012

】 第
022

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2

）南法非行审字第
75

号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原向明：冯宝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2012

）呼民
初字第

25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及黑海涵估字（

2012

）鉴第
Z03

号司法鉴定书，对

你抵押给冯宝山的两套房产进行了评估， 总价为
502.000.00

元。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自动履行债务，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如对价格鉴定结论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主张权利，本院将依法对该标的
物进行拍卖。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黄冬泉、湘潭市三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妍申请执行

本院（

2011

）岳民商初字第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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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
期满后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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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梅荣桃： 本院受理执行熊友元诉梅荣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照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熊友元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申请执行
(2011)

浔民一初字第
998

号民事判决书，由于梅荣桃
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本公告
期满后

3

日内，到本院申报财产状况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本案标的物（商铺）进
行强制执行。

[

江西
]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黄军荣、徐小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

仁支行申请执行（

2005

）崇民初字第
47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崇执字第
35

号及
35-1

号执行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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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立即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江西
]

崇仁县人民法院
那伟图：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常熟市虞景文华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江
苏州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苏中资评报字（

2012

）第
202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院（

2012

）熟虞执字第
0099

号民事裁定书
（拍卖）。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并履行
本案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席灿明、席锋：本院受理唐谷霞、夏启贤申请执行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二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靖江市价格认证中
心对查封的席锋所有的位于靖江市江阳路

217

号两间四层房
屋（含土地使用权）、装潢及部分设施进行评估，现已作出靖价

鉴（

2012

）

40

号价格鉴证结论书，鉴证价格为：房屋（含土地使用
权）

2377500

元、装潢
106988

元、部分设施
4050

元。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价格鉴证结论书、 拍卖裁定书及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至本院司法鉴定科选择拍卖机构， 逾期本院依法确定拍卖；

如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拍卖的时间、地点详见
拍卖机构在《靖江日报》上刊登的拍卖公告，你们亦可到本院执
行局领取拍卖通知书、了解每次拍卖事宜，拍卖当日你们可以
参加竞买和旁听。限你们及同住家庭成员在拍卖或变卖成交后
15

日内自觉腾房，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交付。 因此产生的费用
及后果你们自行承担。

[

江苏
]

靖江市人民法院
厦门市同安智龙花果苗木有限公司、吉林市智龙园艺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吉林市松花江苗圃与你们承包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吉中民执字第
53

号执行立
案通知书、限期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附财产申报表）、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责令你自本公
告期满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2011

）吉民三终字第
83

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市同安智龙花果苗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吉林市林

业局与你单位承包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2

）吉中执恢字第
44

号恢复执行立案通知书、限期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附财产申报表）、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责令你自本公告期满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

2005

）吉民再终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本院将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晓东： 本院受理胡志洋与王晓东、 邓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的（

2010

） 苏民初字第
3535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沈苏执字第
819

号执
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仍不履行的， 将依法强制执行。

[

辽宁
]

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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