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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疑 断 案

论故意犯罪中对危害结果的明知
刑 事 焦 点

◇ 李为民

◇ 关晓海 何剑平

《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 6期要目

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

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
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对犯罪行
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 是判断行为
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

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
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
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
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
老保险补缴手续， 之后转移到北京社
保接续 （此种行为被称为 “异地补
填”）。 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
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 杨兵负责联系补缴
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 王长利给C县
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 杨兵
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 其中转到
C县社保局20余万元， 给王长利5万
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
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
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
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

间同时停机。 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
万损失。 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
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 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
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
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
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 就一般刑
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
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
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
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
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
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 法律不允许
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 司
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

律。 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
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
底有没有危害？ 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
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
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
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
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
那么， 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
而不构成犯罪。 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
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
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

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 笔者

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
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

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 一般的
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 刑法分则
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

名， 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
要条件， 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不仅包括对
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 也应包
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
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

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
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

理秩序的侵犯。 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
体的侵犯， 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
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
纠纷。 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
老保险关系取消， 是因为北京方面认
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
因为王长利、 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
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
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

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
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
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

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

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
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
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 “案例一”中
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
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 由此推论其代
理行为是诈骗性质。 这一推论就是将
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 这一
因果关系应是 “代理行为→C县补缴
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
续行为认为无效， 将这个结果的原因
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
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

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
不同。 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
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
了社保， 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
情况， 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
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
就成为正当的， 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
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
的判断， 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
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 不能要求行
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 否则就导
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

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

的主观要件？ 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
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 劫匪
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 结果都是
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 仅以
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 这
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 将善恶美
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 犯罪的法律结
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
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使行为人
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 不再
犯罪。 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
的大小， 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
察、分析。 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
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 特意
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 在得到了政
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
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 如行为的责任
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
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
但他从没有向 “被害人” 做过虚假承
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
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
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
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 案例
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 明知停机会
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
诡秘设置停机密码。 反映出这两个案
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

理状态。 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
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
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
据、订立同盟。

三、 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
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

判断：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
认识到其性质， 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
结果是明知的。 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
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
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 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
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
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 案
例二中的张某， 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 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
的主观故意。

没有对危害社会结果的认识就没

有犯罪的故意，但也不是所有人对社会
危害结果都有相同的认识。刑法上对影
响社会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有不同的

规定。 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以及
无行为能力的人，对其行为不负刑事责
任。 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从轻、减轻或免
除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
罪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聋哑人及盲人
犯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三、 对政府行为和专业机构的
信赖视为对危害结果的不明知。 政府
是国家事务的管理机关， 作为公民有
理由信赖政府的行为是无害的， 是有
益于社会的。

C县政府部门的审查行为已经让
王长利产生了认识上的信赖， 其已经
确信C县政府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
性。因此，王长利主观上不具有犯罪的
故意。对补缴社保人养老保险的停止，
不是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所致，而
是两个政府之间对社保政策的不同理

解导致。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不能
认为是对危害结果的明知。

笔者也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案

件： 国家规定出口配额许可证不允许
转让， 但是某省外贸管理部门却为这
种转让进行审批收费， 海关根据审批
的结果，通关放行。 起初，这个案件也
被认为是犯罪，但检察机关认为，转让
行为经过了政府部门的审批许可，行
为人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做出不
起诉决定。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分
工越来越细，不仅对政府官员信赖的行
为不构成犯罪，对专业人员的信赖而实
施的行为，其主观上也不具有犯罪的故
意———因为他对专业人员的充分信赖，
使其不可能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没有理由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
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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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顶替参加工作如何定性
【案情】

刘某退伍后 ， 被安排在某镇政府工
作， 工作两年后， 刘某自行离开单位到南
方某市打工。 刘某的父母认为儿子被安排
到镇政府工作也着实不易， 如今轻易放弃
甚为可惜。 便通过走动关系， 安排刘某在
家待业的弟弟刘二顶替刘某到镇政府上

班， 刘二以哥哥刘某的名义在该镇政府工
作三年后， 被人举报， 公安机关遂以诈骗
罪对刘二进行了批捕。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

意见认为不构成诈骗罪， 刘二与镇政府构
成一种事实合同关系。

【评析】
首先 ， 我国刑法第 266 条对诈骗罪

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 ： 诈骗罪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
真相的方法 ，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的行为 。 由此可知 ， 对诈骗罪的理解 ，
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 行为人实施了欺
诈行为。 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
一是虚构事实 ， 二是隐瞒真相 。 本案中
刘二顶替刘某到镇政府上班， 在工作中，
皆是以刘某的名义出现 ， 以刘某的名义
领取工资。 从形式看的确符合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刑法规定 。 但刘二的这种欺
诈行为并没有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 ， 镇
政府给刘二发放工资也不是基于错误认

识 。 由于刘某在镇政府上班已经两年 ，
镇政府里面很多人对刘某已经熟悉 ， 而
对于刘二顶替哥哥上班一事 ， 单位里很
多人都是知情的 。 同时诈骗罪侵犯的对
象 ， 仅限于国家 、 集体或个人的财物 ，
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 刘二顶替哥
哥上班， 最终看的确是从单位里领取了
工资， 但顶替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
取工作机会。

其次， 从主观角度衡量， 行为人实施

诈骗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骗取财物， 而本
案中刘二主观意图是顶替哥哥上班。 顶
替制度在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末已经退出
了历史舞台， 但在很多偏远地区， 这种
顶替参加工作的思想仍然存在， 在这种
思想支配下从事的一些行为， 应该以历
史的眼光进行考量， 不宜片面理解认定
为犯罪。

最后， 对刘二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呢？
本文认为刘二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
而是与镇政府构成了一种事实合同关

系 。 根据 《合同法 》 第 58 条规定 ： 合
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
财产， 应当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
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根据合同法
理论 ， 合同无效的 ， 因该合同取得财
产， 应该返还。 可按照我国 《劳动合同
法》 的规定， 无效的劳动台同， 从订立
的时候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劳动
者已付出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劳动报酬。 很显然， 合同法的原
理无法适用于劳动合同， 因为， 劳动力
一旦付出， 就无法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
状态 ， 因为此时劳动者已经提供了劳
动 。 同时 ， 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七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 的规定， 只要单位有实际用
工， 不管合同有无效力， 都与劳动者存
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存
在实际用工的事实是判断双方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 本案中， 刘二顶
替刘某参加工作， 虽然并不能导致刘二
成为该镇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 但他与
镇政府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事实劳动关

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状态， 而不是
一种法律行为， 只有法律行为才存在效
力问题。 事实状态仅仅是客观情况的反
映， 不存在无效情况， 所以， 刘二顶替
哥哥刘某上班的行为不影响事实劳动关

系的认定。
（作者单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巩义市人民法院）

未取得许可证擅自生产的违法行为应如何处罚
行 政 法 域

◇ 赵 龙 戴伟民

【案情】
2008年 6月，某药业公司与王某

签订承包合同， 将药业公司原药二部
承包给王某，用于生产甲苯磺酰氯等
剧毒危险化学产品， 并约定， 在承包
期间， 王某在进货、 销售、 办理剧毒
化学品公路通行证、 开具增值税发票
等均可以药业公司名义进行 。 至
2011 年 1 月 22 日， 共生产甲苯磺
酰氯 3314.8 吨， 销售收入为 2969
万余元。 因药业公司一直未取得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擅自从事危
险化学品生产，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依据 《安全生产法》 第九条、 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 对药业公司作出责

令停产 ， 没收违法所得 2969 万余
元，并处以 2969 万余元的处罚决定。
药业公司不服， 向县政府提起行政复
议，县政府复议维持了该处罚决定，遂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分歧】
在审理过程中， 存在两种不同意

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安监部门对
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

督管理。 而综合监督管理权包括行政
处罚权，因此，县安监部门不仅具有综
合监督管理职权， 还具有行政处罚职
权。第二种意见认为，对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行政处罚的

主体应该为国务院安监部门或省、自
治区、直辖市安监部门。 在没有法律、
法规授权或省级安监部门委托的情形

下，县安监部门不具有行政处罚职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具体分析

如下：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条和第九

十四条规定， 县级以上安监部门对行
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

管理，决定行政处罚。对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主体，《安
全生产法》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许可证实施办法》的规定不一致。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当调整同
一对象的不同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

而发生冲突时，应当按照《立法法》规
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
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

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
规范。 因此，应当适用《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 参照适用 《许可证实施办
法》。

2011 年 12 月 1 日，修订后的《许
可证实施办法 》开始实施 ，该实施办
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办法规定的行
政处罚 ，由国家安监总局 、省级安监
部门决定。省级安监部门可以委托设
区的市级或者县级安监部门实施。相
比较 2004 年颁布实施的 《许可证实
施办法》， 新实施办法对未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行政处

罚的决定机关明确规定为国家安监

总局或省级安监部门，县级安监部门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由省级安监部门

进行委托，否则，无权实施行政处罚。
本案中 ，在没有法律 、法规授权或省
级安监部门委托的情形下，县安监部
门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生

产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超越了其法
定职权，应予撤销。

（作者单位：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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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杰、高婷：本院执行的周利平、瞿秋平与刘瑞杰、高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刘瑞杰、高婷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3）龙执字第 00095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2）龙
民一初字第 0011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协助周利平、瞿秋萍
办理位于蚌埠市龙子湖区新都花园 11 号 #E 号楼 3 单元 2 层
202号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

何庆湘：申请执行人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端州分局向本
院申请执行其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端工商经检处字
【2012】 第 137 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就此已作审查并作出裁
定。你是该处罚决定的被处罚人。因目前你去向不明，本院无法
与你联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肇端法行非诉审第 5 号行政裁
定书。 该裁定书裁定：对申请执行人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端
州分局作出的端工商经检处字【2012】第 137 号行政处罚决定
中关于罚款人民币 89366 元、 加处罚款人民币 89366 元的内
容，准予强制执行。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本裁定为终局裁定。 [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兴宇纸业有限公司：本院立案执行的李洪哲与哈尔
滨兴宇纸业有限公司欠款纠纷一案，依据已生效的（2007）外民
三初字第 739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哈尔滨怡远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对被执行人哈尔滨兴宇纸业有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哈

尔滨市荒山第一砖厂名下的坐落于哈尔滨道外区 （原太平区）
东巨路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依法拍卖。 哈尔滨峰雷汽机备
件有限公司以 724 万元的最高价竞得。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8）外执字第 366 号执行裁定书，坐落于哈尔滨道外区（原
太平区）东巨路的土地使用权（地号：5-12-3-254，使用权面积
12608.30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归买受人哈尔滨峰雷汽机备件
有限公司所有。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裴月文： 本院受理王恩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依

法委托黑龙江国威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

呼兰区许堡乡周化村的住房两座一、61.37 平方米，二、46.83 平
方米。 仓方 24平方米，猪舍 30米， 围墙 28平方米，大门一个，
土地使用权 929.25 平方米进行评估， 现作出黑国威估鉴字
（2013）第 01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 113,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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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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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刘俊福：本院受理哈尔滨金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外
区太古街新天地 210栋 1-阁楼 5号房产进行评估，并已向你公
告送达黑龙江天宝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黑天宝鉴

字（2012）第 012 号司法鉴定书，期限届满，你未按期履行已生
效的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2011）阿民初字第 2472 号民事
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2）阿法执字
第 88-3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刘俊福所有的位于
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街新天地 210栋 1-阁楼 5号房屋（产权证
号：0901012589）。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佳木斯煤气公司、佳木斯北方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辽宁省工业安装工程公司申请执行你二公司拖欠工程款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
哈执复字第 1 号执行裁定书，内容为驳回黑龙江北方企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复议申请。 限你二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方正县人民法院
高永贵：李奇业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庆中法技字（2013）第 7 号委托鉴定情况报告和（2012）
州执字第 266-2、267-2 号拍卖裁定书， 评估价格为 166，500
元。 责令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依
法拍卖。 [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法院

李英：本院受理佳木斯鑫达房地产投资担保公司诉你担保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佳木斯鑫达房地产投资担保公司申请执

行（2012）佳仲字第 95 号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
佳法执字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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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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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亮亮：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廊坊
市新华路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未履行
我院作出的 （2011） 广民初字第 1588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
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
四十七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决定评估、拍卖你所有的位于廊
坊市大学城二期商业街 4 号楼 B 座 105 号楼房一套（房屋所有
权证号为：A9689）。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广执字第
200号执行裁定书。 同时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第 3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技术室，采取随机方式选定评估
机构，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午 9 时进行现场勘查，届时评估
机构将作出评估鉴定， 价格鉴定结论书出具后 10 日即视为送
达，同时进行拍卖机构的选定，依法拍卖上述财产。 逾期不到则
视为你放弃权利。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刘赶良：本院受理文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文执字第 243－2
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文安县人民法院

李树芹： 本院在执行龚文海于李德祥刑事附带民事一案
中，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依法变更支作荣、李树芹为本案被执
行人，限支作荣、李树芹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履行执行标的款
10690.1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交纳执行费 50.00 元，

但你至今未履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兴执字第 178-5号
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李树芹座落在兴隆镇庙梁村 192.78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兴变集用（2012）第 27号）。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兴隆县人民法院

宋全昌：本院执行的贾长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498 号执行通知书，现责
令你履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320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支付贾长泰砖款 19000 元，偿还借款 3000 元，合计 22000
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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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全昌：本院执行的李百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499 号执行通知书，现责
令你履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320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支付李百叶砖款 36000 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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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砚： 本院执行的徐太平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539 号执行通知
书，责令你履行（2012）金民一初字第 3712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
的义务：支付徐太平车损费、拖车费、估价费 5500 元及相应利
息、诉讼费、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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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前征、李艳红：本院受理任成合、高桂玲、任淼、任靓亮、
任森诉你们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申请人郑前
征、李艳红申请执行（2011）新密民一初字第 667 号民事判决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新密执字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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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徐传法、鄂州市建筑开发工程公司：本院受理汪连春申请
执行你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国你未按生效判决书履行给付
义务，本院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鄂州市滨湖西路、滨湖绿苑综
合楼（预售证号为 1100044）一号楼第 4、12间门面进行评估，现
依法向你送达《限期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通知你于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届满第 2 日（遇节假日顺延）来我院司法技术科（三
楼 308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随机抽
签或摇号方式确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李新：关于刘勇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1）沈河民三初字第 70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沈河执字第 2264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你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代学忠、沈阳市山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申请
执行人崔岩与你方劳务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11）
沈高开民初字第 214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
行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
沈高开执字第 149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限你方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法院将采取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国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连环渤海发展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与你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文彬、勾评：本院执行的杨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武侯执字第 747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2011）武侯民初字第 1801号民事
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杨毅履行归还借款 100万元等
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侯冰，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007 级
学 生 ， 于 2011 年 毕 业 ， 遗 失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 编 号 ：
1003342011002315，特此声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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