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纵 深

版

反馈

送达执行文书

□

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E OP L E ' S C OU R T D A I L Y
WWW . RMFYB . COM

周刊

段贤尧刘勋谭红

隐性移民：诉讼中的新型“藏身术”
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人，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 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
“2010年
，中
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
2012年
12月
18日
移民的主力军。
选择加入他国国籍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更改国籍后仍持有中国身份证和户口簿，甚至故意隐瞒变更国籍事实就会给社会管理造成
不少的麻烦，这种麻烦如今也体现在了司法活动中。

王晓红

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宣城市宣
州区， 境内森林覆盖率达32.08% ， 生
长着南方红豆杉、 香榧树、 金钱松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012 年以
来， 宣州区人民法院共受理非法采
伐、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非法
收购、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何保护好野生植物，实现
。如
3件
4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课
题。
经过分析， 此类案件呈现出以
下特点： 犯罪发生地均为有山林的
农村； 犯罪主体均为文化程度较低
的中年男性农民； 犯罪对象包括南
方红豆杉、 银杏树、 香榧树等； 犯罪
行为是非法采伐或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经研究， 该类案件发生的原因
为：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匮乏， 缺乏
辨别判断能力。 国家为了保护珍贵
树木， 颁布了森林法、《 森林法实施
细则》、《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制定
了《国家珍贵树种名录》、《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刑法上有打击
非法采伐、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和非法收购、 运输、 加工、 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 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制品罪的具体法条。 最高人民法
院在《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而大多数
山区农民因缺乏文化知识， 对此毫
不知情。
二是经济利益的诱惑。 随着国
家对国内森林资源管控力度的加
大，稀有木材如榧木、 红豆杉等价格
不断攀升。 一些不法商贩常深入农
村收购， 农民“ 靠山吃山”， “ 铤而走
险”。
三是宣传力度不到位。 基层单
位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宣传
不到位， 农民对犯罪所面临的法律
后果认识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加强宣传保护工作。 林
业部门、 公检法司、 社会团体、 学校
等单位， 要重点对山区农民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新颖的宣传保护工作，
增强人们保护野生植物的知识及法
律意识。 法院尤其要注重以案释法，
案”教育一片。
“一
其次要落实保护措施。 林业部
门、 乡镇机关要开展辖区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分布情况的调
查， 细化监管、 保护措施与责任制；
森林公安要强化案件查处的及时
性， 在林区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法
院、 检察院针对审理案件过程中发
现的漏洞、 问题， 发出司法建议、 检
察建议，提出对策与建议。
最后要加强监管力度。 森林公
安、林业站、木材检查站要认真落实保
护野生植物的各项制度，规范管理有关
证件，建立台账和核销制度，加强出入
境管理，及时与山场、护林员等联系，定
期或不定期巡查。 加强挂牌保护，定期
检查。 建立举报有奖机制，做到监管
无盲区，“人人监管，人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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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难以送达的传票
日前，中国餐饮富豪、俏江南创始
人、董事长张兰因与离职老员工的纠纷
被告上法庭，却由此被揭出“悄然”变更
国籍，从而陷入了一场更大的风波。
马义是与张兰一起创办俏江南的
元老之一，因身体原因在2004年向她提
出离职。 马义诉称，自己与张兰及俏江
南签订了两份《离职补偿协议》。 其中第
一份离职补偿协议经法院确认已在履
行中，引发这场官司的是第二份协议。
双方在第二份协议中约定， 张兰
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 承
诺以个人名义另外再给予马义适当补
偿。 在多项补偿中约定张兰将其名下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蓝筹名座的房屋一
套转让给马义，房屋贷款由张兰负担。
蓝筹名座小区位于朝外北街，该处
房屋的均价近每平方米4万元， 属于高
档住宅。 马义称，该协议签订后， 他一
直居住在此房中， 房屋贷款目前已由
张兰还清。 但张兰至今未将房屋过户
到马义名下， 故将其诉至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
恰恰是因为这起案件的诉讼， 揭
开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据朝阳法院透露，该案于2012年9
月立案， 可是法院却始终无法联系到
张兰本人，法院发出的传票、起诉书均
被退回。 法官在向张兰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核实后发现，其已于9月17日在户
籍地派出所注销户口， 现身份情况不
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规定，公民死亡、被征兵服现役、出
国出境定居、被逮捕等情形下才会注销
户口。 所有的事实情况全部指向这起公
众事件中的主角张兰已经移民国外。
仅仅2个多月后， 媒体再度爆料：
俏江南集团旗下高端豪华会所上海兰
会所因拖欠租金超期被房东告上法
庭。根据租赁合同相关条款，房东向上
海俏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菲
特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原为上海兰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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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索赔3800 多万
元。
同样，由于张兰注销户口，住所不
明， 法院无法进行审理案件的第一
达，使司法程序受到了阻拦。
步—
—— 送
企业家移民海外本是无可厚非的
事情，但是由于张兰身兼北京市朝阳区
政协委员一职，不仅引起了网友们的广
泛关注，也让全社会的目光云集于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刘俊海表示：“俏江
南董事长张兰变更外籍意味着公司由
内资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公司， 主体
进行变更， 同时旗下产业可能涉及产
业政策的允许等， 需要履行向主管部
门进行行政许可申请等义务， 由工商
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
据了解， 外商投资公司和内资公
司在国内上市的办理流程和限制等不
一样，均有不同要求：内资企业无须商
务局审批， 没有必要办理外汇登记证；
内资公司注册资本金最低3万元， 外资
企业最低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外
资投资公司经营范围限制较多。

司法正义要保证的是实体正义和程
序正义两方面。 前者是指运用体现公平
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
义务； 后者是指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
与方式体现公平性。
很显然，隐瞒国籍诉讼，于实体正义
和程序正义均有违背， 那么人民法院该
如何有效遏制这种情况，点出司法“隐形
人”呢？
陈昶屹告诉笔者， 如果当事人隐瞒

资料图片

据了解，近日，张兰已经向有关部门
申请辞去朝阳区政协委员的身份。
“

藏头露面”图快、省事

张兰事件绝非个案， 司法机关的数
据显示，随着“移民潮”的到来，当事人隐
瞒国籍参加诉讼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出
现， 司法实践中的起诉难、 送达难、 执行
难等问题也会随之发生。 加上户籍制度
的不完善， 这使得法院陷入严峻的司法
困境，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显得尤为重要。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与陈某签订存
量房屋买卖合同一份。 刘先生购买陈某
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处房屋。 签
订合同后， 刘先生支付了陈某2 万元定
金。后双方为贷款的办理发生争议，现刘
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 双倍返还
购房定金并赔偿损失。
朝阳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决解除双方
签订的《 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陈某双倍
返还刘先生购房定金4万元，并赔偿居间
费损失34600元。
刘先生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的一审判决，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诸多困扰引起司法焦虑

实际上， 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的法律
规定是“内外有别”，比如民事诉讼法设立
了专章，对涉外民事诉讼活动进行调整。
目前法院的通常做法是， 主要依据
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身份
证件及身份查询系统核实的身份信息确定
当事人国籍、户籍身份，以此确定采用对内
还是涉外程序， 以及采用何种地域及级别
管辖并依照本国或外国法律进行审理。
然而， 相关管理漏洞却给“ 隐身” 诉

讼留下了空间。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
院院长伍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道： 法
院审理案件的首要问题就是案件的送达
问题。 可如今，移民热潮的出现，使得一
些国人摇身一变成了“外国人”。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当
事人死亡、被判刑或者变更国籍，户口被
注销。 但是，有些人在加入他国国籍时，
并没有及时注销国内户口， 在面临诉讼
之时，为了规避诉讼，却又将其户口予以
注销，使得法院立案后，通过现行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无法送达传票等诉讼资料，
亦不能采用简单的公告送达方式， 使法
院送达陷入困境，案件一拖再拖，严重影
响案件的审理。
国的国籍制度是单一国籍制，而
“我
非双重或多重国籍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只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籍，不
能同时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一旦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加入其他国籍，则该公民将
自动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成为我
国国籍法意义上的外国人。 但是，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又加入其他国
籍时， 自动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
仅仅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法律定性。 ”拥
有多年民事审判经验的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复兴路法庭副庭长陈昶屹也说出
了此事在法律上的忧虑。
这样的行为给法院的审判、 执行工
作造成了诸多困扰：
一是错误管辖。 当事人隐瞒国籍变
更事实， 导致法院仅能依据其提交的身
份证或户口簿等按照本国公民身份确定
管辖权， 而无法根据涉外程序的相关规
定判断管辖法院，易导致管辖错误。
二是程序错误。 当事人隐瞒其外籍
身份后，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适用简
易或普通程序审理相关案件， 而不会适
用涉外程序，导致审理程序错误，不仅造
成案件的发改， 也严重影响司法机关的
国际形象。
三是执行困难。 有的当事人在隐瞒
其国籍变更事实的同时，在诉讼前或诉讼
过程中将财产转移至境外，导致法院判决
后根据其户籍信息无法开展执行工作。

制度“X”光射透“隐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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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本院受理王小玉诉张伟买卖合同执行一案， 申请人
申请执行第【2012】字第02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法委托津蓝
房地对对你名下房屋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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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廖求旺：本院受理姜文娟执行一案，依法委托福州市价格论证中
心对福州市仓山区上渡街道通江路18 号杰座花园1 区24# 楼203
单元进行评估，现已作出（2012）130 号鉴定结论书，现予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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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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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福
丹尼诗奕伦)： 申请执行人
PANG DENNIS YICK LUN( 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东坑支行依据已发生法律效
力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作出的（2012） 穗仲莞案字第174
号裁决书申请执行被执行人PANG DENNIS YICK LUN (彭丹
尼诗奕伦)仲裁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本
院依据（2012） 东中法执字第862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依法对被
执行人PANG DENNIS YICK LUN(彭丹尼诗奕伦) 名下的位于
东莞市东坑镇坑美村桃花源（ 南国水乡） 尚河园12B 的房产一
处进行评估，依法接受评估的机构是广东三瑞土地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现已作出粤三瑞[2012] 评字FA041 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 根据该报告上述财产的评估价值总额为人民币
院拟对被执行人的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现将有
。本
1103100 元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的， 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或被告知评估结果之日起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未提出或理由不充分被
10 日
驳回的， 本院将依法对查封财产进行拍卖。 二、 当事人或者其
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评估机构、 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
评估资质的， 或者评估程序严重违法的， 有权向本院申请重
新评估。 三、 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行使上述权利时应注
意以下事项：1、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2、 必须在指定的期

移民无可厚非， 但是隐瞒国籍进行诉讼会给司法带来困扰。

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法院查明陈某为意
大利籍人士， 故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
清， 且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
判决，判决撤销朝阳法院的民事判决，发
回重审。
无独有偶，2012 年， 在一件原、 被告
均以中国户籍身份立案的离婚案件中，当
事人刘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却提交管辖
异议申请书，提出其与妻子均为加拿大国
籍， 且双方系在加拿大登记结婚， 并于
已在加拿大签署分居协
2011 年
8月
18 日
议，此为离婚的前置程序，故其申请将该
案移送至加拿大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 离婚案件中刘某经常居
住地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刘某于2012
年6 月11 日到庭曾表示其居住地为北京
市朝阳区， 另结合其护照上的出入境记
录所载时间， 可以认定他的经常居住地
为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
故驳回其诉请。
针对移民国外增多、 隐瞒国籍参加
诉讼的现象，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近几
年来的相关案件进行了调研， 并在2012
年12月18日发布了调研报告。 该报告显
示，在近年来的案件审理中，有的外籍当
事人为省却涉外公证、 认证等法律手续
或尽快获得法院判决， 在诉讼中故意隐
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 而持未注
销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参加诉讼。
在这些案件中， 以最快的速度和最
简便的程序尽快走完法律程序是相关当
事人故意隐瞒国籍进行诉讼的最直接的
动机。

国籍变更的事实无从查询或迟延查证，
将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益。
而更为严重的是， 他们在变更国籍
进行诉讼的同时将自己在国内的财产转
移至国籍变更所在国， 使法院判决后无
法对变更国籍当事人的财产有效开展执
行工作。
当前， 我国的国籍制度与户籍、 社
保、 税务、 工商、 边境等相关配套制度并
未在立法与实务操作层面形成无缝对
接。 而且上述分管机构在相关数据信息
系统方面并未实现系统联网数据共享的
局面， 使“ 隐性移民” 能够在立法与实务

限内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四、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
人在上述指定期内没有提出申请或提出的申请被驳回， 本院
将以摇珠的方式选定拍卖机构， 对查封评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 五、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均可以参加竞买。 申请执行人参
加竞买的， 可以不预先交保证金， 但参加拍卖前须到执行局办
理登记确认手续。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景富： 本院受理吴思若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茂电法电执字第2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 日内， 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法民初字第103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公
（2010） 电
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电白县人民法院
海南彩虹工贸总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金昌实
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锦江房地产联合开发公司借款纠
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海南金昌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
你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海南分院、 杭州江南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陈桂生为本案被执行人， 本院经审查作出（2005） 海南执
字第86-1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海南金昌实业
有限公司的追加请求。 申请执行人不服，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
请求撤销（2005）海南执字第86-19 号执行裁定书，重新裁定追
加你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海南分院、 杭州江南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陈桂生为本案被执行人。 因你公司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05）海南执字第86-21 号听证通知书，本院定于2013 年3
月19 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庭五楼听证室召开听证会。 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望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赵景伟： 本院受理（2011） 梅执字第302 号债务执行一案，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2011） 梅民初字第298 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委托齐齐哈
尔市兴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你坐落在哈力村无照门市房进行
评估，现已作出齐兴法鉴字（2012）第26 号司法鉴定书，评估价
格为30703 元， 现予以公告， 同时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梅执字第
查封房屋裁定书，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司法鉴定
302 号

的空隙地带获取非法利益， 损害相关当
事人的诉讼权益， 并给法院的涉外审判
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浪费了大量司法
资源，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司法尊严。
针对这些问题，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作的调研报告建议：
一是要完善户籍管理制度。 国籍法
仅规定退出国籍需公安部审批， 根据公
安机关的相关要求，办理退籍申请时仅需
提交身份证、户口簿的复印件，导致很多取
得外国国籍的当事人仍持有有效的中国
身份证和户口簿。 公安机关应在向其颁发
华人民共和国出籍证书》的同时，收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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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的期限届满后次日起3 日内， 向本院申
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并
限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7 日内自动履行义务逾期将依法执行。
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
[黑
保定市三北锅炉经销处、 保定市金梭子针织服饰制作中
心： 本院受理张凤海、 苏元进与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张凤海、苏元进申请执行（2008）新民初字第1077 号
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 新执字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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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内，自动履行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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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河
董秀琴、谷天福：李彩红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2）郑黄证民字第153 号公证书、
黄证执字第52 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权利人
（2012） 郑
李彩红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执字第1026 号执行通知书、（2012）金执字第1026 号
（2012） 金
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谷天福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
院3 号楼1 单元6 号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自公告发出之日
16 号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董秀琴、谷天福：李根民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
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2）郑黄证民字第154 号公证书、（2012）郑
黄证执字第53 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权利人李根民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2）金执字第1027
号执行通知书、（2012）金执字第1027 号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董
秀琴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116 号中方园小区西区12 号楼
东1 单元6 层东户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
路涵:本院受理周俊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周俊

其身份证、户口簿，并将其退出中国国籍
的信息及时录入身份信息管理系统。
二是要建立双国籍筛查机制。 有的
当事人利用有的国家允许双重国籍的法
律规定， 在获得外国国籍时不主动申请
退出中国国籍。针对此类现象，出入境管
理部门应加强对出入境人员的监控， 向
户籍管理部门通报相关情况， 定期排查
双重国籍身份者，一旦发现，要求当事人
选择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是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有的当
事人加入外国国籍后故意隐瞒， 仍以国
民身份享受相关社保待遇、购房政策等，

伟申请执行（2011）新密民一初字第717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2）新密执字第596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河
张元业: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周胜会、万金波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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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执字第670 号、 第671 号执行通知
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岳阳市岳阳楼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1）楼民一初字第224 号、第230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
赵雅琴：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郑爱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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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执字第627 号执行通知书，该通知限
你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2）楼民一初字第3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
梁振凡：本院受理张庆顺、王文敏分别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买卖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 长执字第22
号、23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3 日内，请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你强制执行。 [辽宁]长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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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向你公告送达拍卖裁定书，即
拍卖邵有志所有的位于满洲里市义乌商贸城D 区20 号房产、
地产估价报告》，经呼伦贝尔市新北方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房
评估，你所有的房产价格为65.94 万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
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对你的房
产公开拍卖。
蒙古]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内
吴迪、 薛凤文： 本院执行的金秀国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 即拍卖薛凤文所有的
位于满洲里市佳润华庭2 号楼3 单元402 室住宅、《 房地产估

因此，有必要建立公民户籍、社会保险等
信息的共享机制， 便于不同的机关查询
当事人的准确信息， 防止当事人利用不
对称信息谋求不当利益。
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双重
“我
国籍的出现，面对这种‘隐性移民’现象，
法院应当主动作为， 加强与户籍、 社保、
税务、 工商、 边境等部门的合作， 实现信
息共享及联动机制建设， 对于当事人故
意隐瞒已加入外籍的事实， 仍以国民身
份享受相关社保待遇、购房政策，参加诉
讼，出入边境等情况，相关机构应严厉打
击，加强国籍身份排查、户籍变动监控及
相关信息通报。 对违反国籍法及滥用外
国国籍身份的‘隐性移民’ 进行合力规
制， 坚决维护涉外民事审判的法律尊严
及司法秩序。 ”陈昶屹总结道。

价报告》，经呼伦贝尔市新北方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薛凤
文所有的房产价格为25.25 万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对你的房产公开
拍卖。
蒙古]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内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晋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理人：
刘卫卫：本院受理苏尼特右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赵喜俊、李佃
玉、蔡永光、薛云辉、张存瑞、闫文华、刘国庆、张俊平、贾增利、郑
秀兰、贾祥、柯贤乐、陈景梅、宋明辉、常月、刘勇、梁虎、郭红梅、
郝永田、杨尚玉、张树平、赵美英、刘国华、薛进泽、刘秀琴、章华、
任福、薛万军、李宝、王宫英、张建、高林河、吴秀珍、郝永田申请
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申请书等
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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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
[内
临邑卓力电器有限公司、 李洪军、 高香莲： 本院受理张勇、
宫世刚、 王明亮、 尚兴忠、 冯云龙、 杨凯与临邑卓力电器有限公
司、李红军、高香莲借款合同纠纷共计七案，因你们未履行法律
义务，本院已依法委托德州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临邑卓力
电器有限公司位于临邑县兴隆镇工业园内的鲁临房权证城字
第36501 号、36502 号、36503 号房产进行了评估。 2012 年12 月
做出了鲁德明价评字（2012）LF12-7 号房产价格评估报
24 日
告，评估结果为：总价5 543 900 元。 现予以公告送达，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公告送达期满后
内向我院提交异议申请， 逾期未提交异议申请的， 本院将
10 日
依法于15 日内委托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拍卖机构选择通知及
拍卖公告不再另行公告送达。
东]临邑县人民法院
[山
程存元：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怀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岚法执字第108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 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期满后日内履行（2011）岚民
初字第29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即给付申请人李怀青借款
以及从2006 年12 月20 日起至归还之日按银行同类贷款
26000 元
利率计算的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450 元，执行费290 元，公告费
。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870 元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岚县人民法院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