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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落魄司机常买醉
酒吧邂逅第二春

高利贷阴霾下的毒品杀戮

□

秋虻

2011

年
1

月
15

日，福建省漳州市警方接到报案，在国道
324

线龙海市白水镇一路段旁的
水塘内发现一具男尸。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死者与近期厦门市警方请求协查的一起失踪案
件当事人极为相似，遂向厦门警方进行通报。 厦门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经报案人贺立群辨
认，死者正是他几天前报案失踪的同学吴兵力。

在侦查中，法医惊奇地发现，死者吴兵力体内存留有大量足以致命的海洛因，手臂上
注射针孔的痕迹清晰可见，身上还有多处钝器击打的伤痕———吴兵力为注射大量海洛因中

毒而死！贺立群无法相信这一残酷的现实。前几天他和吴兵力一同去讨债，到目的地楼下之后
吴兵力让自己先离开，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谁知吴兵力竟然惨死在了异地的水塘中。

根据贺立群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对吴兵力的讨债对象侯军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多天的
审讯，一直狡辩的侯军终于被击穿了心理防线，对杀害吴兵力的事实供认不讳。

那么，侯军与吴兵力是如何发生的借贷关系？为何要加害对方？在警方的抽丝剥茧下，这
桩罕见的以注射毒品方式杀人的恶性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B 为女友投身商海高利贷拼死一搏

C�伪装败露陷泥沼
心生怨恨杀债主

拿到贷款后， 侯军首先做的事是为女友
在单位附近的湖畔春景小区租下了一套房
子。 一个月

2000

多元的房租， 首付要付三
押一

,

仅这个开支就近万元。 签订租约时，

侯军的心在滴血， 可为了安抚女友他别无选
择。

侯军用剩余的大部分钱购进了一些新的
苗木， 又留了一部分作为应酬的费用。 孤注
一掷的他白天利用空隙忙着去各大工地招揽
项目， 晚上又忙着请客吃饭对接关系， 整
个人疲惫不堪。 但任凭他怎样拼命都无力
回天， 那位自荐帮忙的朋友也只是纸上谈
兵， 根本没有手段拿到所谓的绿化工程，

而侯军这种漫无目标“有病乱投医” 的方
式不但无济于事， 而且很快就把手头的钱花
光了， 只剩下一堆半死不活的花草树木散落
在苗圃里。 此时的他， 已经身心交瘁， 几欲
崩溃。

而此前为女友调动之事四处奔波的吴兵
力在认识侯军之后， 对他寄托了很大的期
望， 隔三岔五约侯军吃饭或打电话， 询问事
情的进展， 并提出要去领导那边拜访一下。

“胸有成竹” 的侯军不是说“正在办理中”，

就是以“领导出差再过段时间看看” 来搪
塞， 几次下来吴兵力心里很是不快， 开始对
侯军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通过朋友的打听，

吴兵力终于知道了侯军的真实身份和经营状
况， 感觉被涮了一把， 决定提前把钱讨回
来。

2010

年
12

月， 侯军接到吴兵力的电
话： “老侯， 戏演得不错啊！ 没有金刚钻儿
敢揽瓷器活？ 我告诉你， 限你三天把我的钱
还了， 大不了剩下的利息退给你！” 不等侯
军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听了吴
兵力冷漠愤恨的言语， 侯军明白自己的伪装
被揭穿了， 顿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接下来， 吴兵力不断给侯军打电话， 侯
军只得一边向吴兵力低头， 好言相求宽限时
间， 一边东奔西走筹款， 可落入这般田地的
他， 有谁愿再借钱给他呢？

正值侯军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之际， 他的
“后院” 却再次起火， 菲菲的母亲因病住院
需要一笔手术费， 请他紧急支援。 自顾不暇
的侯军向菲菲倾诉实情， 而菲菲非但没有理
解， 反而将他狠狠数落一番后扬长而去， 从
此杳无音信了。 被女友抛弃， 侯军更加心如
死灰。

侯军越是躲闪， 吴兵力越是催逼得紧，

深陷债务和感情双重危机的侯军惶惶不可终
日。 一天晚上， 他喝得醉醺醺从大排档踉跄
走出， 正好碰到了吴兵力和几个人用完餐出
来。 吴兵力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 冷笑着
说： “你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 赶紧还
钱是正事！” 旁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奚落和
嘲讽他一顿后， 几个人钻进小车一溜烟消失
在了夜色中。

侯军的脑袋像被炸开了， 满脑子都是刚
才吴兵力恃强凌弱、 不可一世的表情。 他把
身子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上， 痛苦地闭起眼
睛， 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 一时间， 积压已
久的无奈、 愤怒、 郁闷、 悲伤等诸多情绪都

涌上心头， 全身的怒火像从地底奔涌而出的岩
浆， 随时要让周身的血管崩裂。 这时， 一个罪
恶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 吴兵力， 老子灭了
你！ 要让这笔债变成死债！

下定了杀人的决心后， 侯军开始着手实施
犯罪， 他第一个想到了曾被判无期徒刑刚被提
前释放的朋友陈洪江。 他告诉陈洪江， 有一名
年轻人欠了他的债一直不还， 他准备除掉此
人， 请陈洪江帮忙， 陈表示愿意协助。 侯军又
找到混社会的一个年轻人“黑狼”， 以同样的
理由请他多叫几个人帮忙教训“欠款人”。

请好帮手之后， 侯军便开始谋划如何除
掉吴兵力。 晚上看电视时， 他看了人体注射
毒品过量会致死的节目后， 突然找到了“灵
感” ———用毒品将吴兵力毒死不失为一招妙
计。 于是， 他通过地下非法渠道购买了海洛
因。

2011

年
1

月
18

日， 侯军给吴兵力打电
话， 告诉他钱已筹集到位， 请他明天下午

3

点
到湖畔春景小区取款。 之后， 他又给陈洪江和
“黑狼” 打电话， 约定明天下午实施计划。

第二天下午， 吴兵力叫上同学贺立群一起
去讨款。 到湖畔春景小区后， 贺立群去便利店
购买烟和饮料， 吴兵力独自来到

1302

室。 进
入客厅， 侯军单刀直入对吴兵力说： “把欠条
给我， 待会儿把钱给你！” 吴兵力说没带欠条，

侯军便要求他先写下一张收条， 签完字便把钱
给他。 正当吴兵力趴在茶几上写收条之时， 突
然黑狼和三名凶神恶煞般的大汉从房间冲出
来， 对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并用绳索反绑其双
手按在了沙发上。

这时， 吴兵力的手机响起， 是贺立群打来
的。 侯军挂掉手机， 回了一条短信： “你先回
去吧， 我一个人处理就行了。” 贺立群马上回
信： “好的， 我先回去了。” 侯军支走了贺立
群， “黑狼” 将吴兵力的包翻了一个遍， 找出
来多张银行卡， 他们逼着吴兵力讲出密码， 然
后派人去楼下取走近万元并回来与侯军瓜分，

之后“黑狼” 等人离开了湖畔春景小区。

此时， 房间内只剩下了侯军和吴兵力这对
冤家。 侯军看着眼前这个傲气不再、 垂死挣扎的
吴兵力， 感到十分惬意， 他用胶带纸封住了吴兵
力的嘴巴， 把满满一针毒品注射进了吴兵力的体
内， 吴兵力痛苦地抽搐了几下便不省人事了。

清理完犯罪工具， 侯军给陈洪江打电话，

叫他来帮忙处理尸体。 不一会儿， 陈洪江拿着
买好的高粱酒进来， 把整瓶酒都洒在了吴兵力
的身上， 然后把一床棉被盖在其身上， 陈洪江
背着吴兵力的尸体坐电梯下楼后， 将其扶进了
一辆租来的小车内。 保安和小区居民都以为两
个人背着一个醉汉离开， 没有发现任何的反
常。 上车后， 两人按照事先规划好的线路一路
狂奔， 把吴兵力的尸体抛到了陈洪江老家国道
324

线旁的一个水沟内， 制造了吴兵力酒醉失
足落水溺亡的假象。 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侯
军没想到公安机关两天后就将此案告破， 他与
其他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2012

年初， 经厦门中院一审， 侯军被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陈洪江被判处死缓，

“黑狼” 等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拒绝转载。）

1968

年出生的侯军， 高中毕业后在厦门市一
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 妻子靠开办幼儿午托班维
持生计，两人常因经济问题发生争吵。

2008

年全球
金融风暴来袭，工资大幅减少，侯军一家生活上更
加不如意。 这时侯军的父亲病逝，母亲年事已高，

且患有糖尿病，每月要花费很多医药费。

经济上的滑坡让妻子对侯军意见陡增， 经常
对他冷嘲热讽，嫌弃他没本事赚钱。

2009

年，二人
离婚，妻子带着

7

岁的儿子回到娘家。

离婚后，侯军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某机关做
起了领导的驾驶员。 本想到机关上班后， 能提高
“身价”， 增加收入， 可事与愿违———不但收入微
薄，而且还有身份落差，因为他只是一名编外的司
机。面对自己婚姻家庭和工作上的不顺，侯军经常
闷闷不乐，只能以酒消愁。

2010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心情低落的侯军又
一次独自来到酒吧买醉。几杯过后，借着闪烁迷离
的灯光， 不经意间他与对面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子
对视在了一起。 乘着酒兴，侯军举杯：“小姐，我们
一起喝酒好吗？ ”“好啊！ ”女子爽快地答应了。

在酒精的作用下，两人很快熟了起来。在交谈
中，侯军得知这个女孩名叫菲菲，来自四川，在一
家汽车销售公司做客服。 菲菲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和爽朗的笑声深深吸引了侯军， 让他找到了多年
来不曾有过的舒展。

虽然经济条件不佳， 但侯军从来就是一个注重
外表的人，尤其是当了领导的司机之后，更是衣着光
鲜，头发整齐，再加上他天生一副白皙的娃娃脸，不
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刚

30

岁出头， 让菲菲对他增加
了不少好感。

这次酒吧邂逅之后，侯军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
和惬意， 他感到认识菲菲让自己心情好了很多，之
后便经常往来，不久，两人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
系。

重新恋爱虽然给侯军带来了很多快乐和充实的
感觉，但是经历过婚变的他明白，没有经济基础，这
种“美好”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长久。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的担心逐渐变成了现实，菲菲花钱大手大脚的
做派让他开始力不从心， 两个月下来侯军成了月光
族，连几次去酒店开房都是菲菲埋单。 为此，菲菲颇
为不爽。

一天晚上，两人用餐时，心情不好的菲菲对侯军
说：“你去给我租套房子，我到现在还和别人合租，我
们不能总是去酒店开房吧？”她命令的口气中带着抱
怨。侯军极力哄菲菲开心：“最近手头不很宽裕，再等
等，到年底我们租套好的房子一起住。 ”菲菲听后很
不高兴，吃到半截就赌气匆匆离去。

侯军的心再次被深深刺痛了， 菲菲的不满让他
更加明白没有钱的尴尬境遇。为了今后的生活，他暗
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赚钱，让自己出人头地。

经过一番哄逗，侯军虽然暂时稳住了菲菲，但是
在寻找赚钱的项目上却一筹莫展，心里十分苦恼。

一天，侯军和几个朋友一起唱茶，得知岛外大开
发需要大量花卉苗木。 几个朋友劝他， 给领导当司
机，利用一下周围的关系，搞点儿绿化项目做做可以
赚大钱。 听着朋友们的分析， 侯军觉得确实机会难
得，在大家的建议下，他决定开个苗圃，利用关系接
洽业务，扭转乾坤。

2010

年国庆节过后， 侯军向亲朋借来
10

万元
开了一间苗圃，进了一批绿化苗木。 起初，在朋友的
介绍下，他零星卖了几棵大树，一棵树的利润也有几
千元。可不久，小作坊式的苗圃就陷入了困境。为了
保住本钱，侯军只得硬着头皮去打理关系，经常请建
筑工程界的老板吃饭，期望能得到一些订单。但现实
总是很残酷， 他不仅没有拿到订单， 还因为频繁应
酬，经济上更加雪上加霜，狼狈不堪。

正当侯军愁苦之时，一位朋友向他透露，最近新
火车站建设项目需要一批绿化苗木， 建议侯军抓紧
进一些对路的产品，他可以帮忙联系这笔业务。朋友
的信息给侯军带来了一线生机，他决定再次一搏。可
是钱从哪里来呢？面对融资艰难的现实，走投无路的
他想到了借高利贷。

2010

年
11

月
15

日，侯军应约与放高利贷的吴
兵力在一家茶馆见面。他在交谈中获知，吴兵力三年
前从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后， 在厦门一家担保
公司工作，因聪明机灵，很快就做到了部门经理，在
融资担保方面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 利用这个平台
他还在社会上做着高利贷业务，与同龄人相比，吴兵
力可谓顺风顺水，年轻有为。

吴兵力很健谈， 当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发展状况

时，眉飞色舞，尤其谈到最近放贷赚钱的情况，显得
踌躇满志，意兴盎然。看着眼前这位事业有成的年轻
人，侯军心里泛起一阵醋意，想到自己命运多舛、生
活事业一波三折的境地，他的心再一次被刺痛了，但
他还是竭力掩饰着内心的虚弱， 表现出一副同样成
功的样子， 向吴兵力聊起了自己在机关工作中的见
闻，绘声绘色，侃侃而谈。 吴兵力听着侯军的讲述不
禁对他有些肃然起敬。

侯军告诉吴兵力近期接了一个大订单， 一时周
转困难，暂时需要借些钱，期限三个月，利息随行就
市。他还称自己的苗圃经营得很好，不要担心还款问
题。吴兵力没有多加考虑便爽快地答应了：“行啊，现
在我手头有

6

万元现金，你先拿去用吧。 利息呢，就
按每月

5

分好了，今天认识侯大哥很开心，理应优惠
才对！ ” 侯军心里盘算着，“

6

万元本金每月利息要
3000

元，这还算优惠？ 你们这些放高利贷的真是太
黑了！ ”但是他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很爽快地回答：

“没问题，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分手时，两人约定两
天后办手续拿钱。

没有对借款人的财产、 经营状况及还款能力深
入了解评估， 仅凭单方描述就同意把钱借给一名刚
刚认识的陌生人， 这对做高利贷生意的人来说是一
大禁忌。 而已有不少经验的吴兵力为何如此“鲁莽”

呢？

原来
,

当他得知侯军在机关工作时心里就打起
了小算盘。 吴兵力的女友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一
直打算调入厦门，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简直比登天
还难。这些年，他没少找关系，但都因“不对路”而无
法实现。 两人见面后，他觉得在局领导身边工作的
侯军见多识广，说话痛快，反应灵活，且本地资源丰

富，说不定有办法帮女友调动工作。如果真的可行，

不仅实现了和女友团聚的愿望， 还可赚到一笔利
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此，吴兵力的心
里乐开了花，他决定放贷时就向侯军提出这个帮忙
的请求。

两天后，侯军和吴兵力如约在茶馆见面。在一阵
寒暄之后，吴兵力试探着问侯军：“侯大哥，有件事想
请你帮忙，不知道是否方便？”“什么事？你说，我能帮
忙的肯定没问题！ ”听侯军回答得干脆利落，吴兵力
便放开了说：“是这样的，我女朋友想调到厦门工作，

你本地有关系，可否帮小弟一把？ ”侯军不假思索地
说：“没问题，我帮你找领导安排一下，这不是什么大
事！”此时的侯军心里像明镜似的，他比谁都清楚，如
果自己有帮人调动工作的手腕， 根本不会混到今天
这步田地，他之所以这样豪爽的表态纯属逢场作戏，

给自己撑门面， 目的只有一个———从吴兵力手里顺
利拿到借款。

心里石头落地之后， 吴兵力向侯军说明放贷的
事情， 他以一副不好意思的谦恭之态对侯军说：“侯
大哥，我也是做小本生意的，利息已经优惠了，但付
款方式得按规矩来， 短期的贷款都要先扣下利息，

6

万元本金，月利五分，三个月共
9000

元，我实际给你
5.1

万元，三个月后你还我
6

万元，没错吧？ ”

听着吴兵力精打细算的分析， 侯军虽然心里有
一百个不爽，但还是很从容地签了手续。

回家的路上，侯军万般失落，身心疲惫，本想找
个机会赚钱却陷入重围，沦落到借高利贷的境地。让
他倍感压力的是，这笔钱如果搞不好又打水漂，那将
是灭顶之灾。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只得强打精神给
自己鼓气———用这笔钱做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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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德文：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梁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3

日提取你在肇州县烟叶公司烤烟款
20

，

000

元。 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2

）州执字第
286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和（

2012

）州执字第
286-1

号执行裁定书。 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5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交付执行。

[

黑龙江
]

肇州县人民法院
张述成、 杨丽艳：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谢立波申请执行

（

2011

）牡西商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牡西执字第
343

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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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担。

[

黑龙江
]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张述成、 杨丽艳：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白瑞凤申请执行

（

2011

）牡西商初字第
24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牡西执字第
347

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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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担。

[

黑龙江
]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张述成、 杨丽艳：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白智勇申请执行

（

2011

）牡西商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牡西执字第
345

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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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担。

[

黑龙江
]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赵春德：本院受理唐山市开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栗园信

用社诉你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唐山市开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栗园信用社申请执行（

2011

）开民初字第
406

号民事判决书，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确定唐山市华信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赵春德所有的位于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路
102

号商业
用楼的土地及该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评估， 总价值为

1162126

元，已作出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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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河北
]

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陈海峰：本院执行的郑州市郑杭顺达塑胶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197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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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闾裕林、伍少林：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申请执行你们信用卡纠纷二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2012

）金执字第
1852

、

1853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责令
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2009

）金民二初字第
1384

、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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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兵：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56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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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叶少卫、叶宝宝：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执行（

2011

）金民二初字第
20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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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周武通、闫改红：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执行（

2011

）金民二初字第
816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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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巧真：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484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1

）金执字第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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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立英：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299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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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赵九方：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1

）金民二初字第
136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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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杨大保：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2867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金执字第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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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刘秀焕、吕光成、毛新瑞：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
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1

）金民
二初字第

410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
执字第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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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肖广群：本院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

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5025

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金执字第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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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加付、翁红丽、江西峰：本院受理河南建信工程机械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河南建信工程机械
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1

）金民二初字第
145

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执字第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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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方彦林：本院受理秦志华申请执行（

2012

）新民初字第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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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

河南
]

新郑市人民法院
辽宁战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白光依据生效

的【

2011

】 沈和民二初字第
1447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

行，要求被执行人辽宁战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本院依法立案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2

）沈和执
字第

01647

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于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义务，并承
担本案执行费。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辽宁
]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刘亚楠：本院受理迟文革、李艳学申请执行（

2012

）明民一
初字第

225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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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到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参加随机抽选评估、

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辽宁
]

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樊青义、史玉莲：本院受理李满林申请执行你（

2012

）鄂中
法执字第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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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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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梅：本院受理杨国兵申请执行你（

2012

）鄂中法执字第
179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鄂尔多斯市九
鼎房地产评估公司鄂九房评字（

2012

）

139

号房地产价格评估报
告及本院（

2012

）鄂中法执字第
179

号拍卖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逾期即视为认可，本
院将依法拍卖所评估房产。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程广瑞： 本院受理牛泽伟申请执行高平市人民法院

（

2011

） 高民初字第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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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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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高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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