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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院对标的物进行拍卖是民事

执行程序中常用的强制执行措施， 但在
标的物为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时，由于其
具有不能移动位置的特点， 在司法拍卖
后的交付以及所有权转移方式上非常复

杂， 而目前我国法律缺乏相应的明确规
定， 致使拍定不动产的后续交付工作存
在障碍。

一、产生拍定不动产交付问题
的成因

（一）查封后案外人承租或强占房屋
执行法院依法办理查封手续后，被

执行人擅自将房屋出租、 出售或抵债给
他人， 或者案外人强行占有房屋拒不搬
出， 是目前拍定不动产难以向买受人实
际移交的最主要情形。 产生这种情况有
三方面原因。

一是执行法院因素。 在主观上，执
行法院认为只要如实披露房屋上的权

利及效用瑕疵，即可免除拍卖成交后的
移交责任。 另外，执行法院认为买受人
在办理过户手续后亦可以行使物上请

求权，进而再申请强制执行。在客观上，
现有查封方式对外公示效力不充分，案
外人无法知晓房屋的查封状态。同时，稳
定因素压倒一切， 执行法院力避强制执
行。

二是案外人因素。 案外人在租用或
者受让房屋时， 没有事先查明该房屋的
权属状况和权利负担， 其主观上存在过
失。而在被执行法院要求搬出房屋时，案
外人既没意识到抗拒执行的法律后果，
也不主动寻求法律途径的权利救济，只
是一味地拒绝迁退。最后，为实现自身债
权或者装修利益， 案外人会以从房屋上
迁出、腾退为条件与买受人展开谈判。除
非买受人接受其要求， 否则案外人将继
续强占该房屋。

三是被执行人因素。 被执行人为了
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擅自将已被执行法
院依法查封的房屋出租、 转让或者抵偿
给不知情的案外人， 或者与他人恶意串
通，安排案外人强行占有房屋，以达到逃
避、拖延或者抗拒执行的目的。

（二）不能提交土地红线图或者房屋
测绘报告

实务中，土地、房屋管理部门以买受
人出具拍卖标的物红线图或者测绘报告

作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前置条

件， 但是执行法院与其在观念和操作上
未能统一， 致使拍定不动产不能过户的
现象时有发生。关于有无必要划线、测绘
的问题， 执行法院认为只要在过户裁定
书中写明拍卖标的物的名称、位置、面积、
结构等信息，再结合权利证书，即可确定
该标的物的唯一性。而土地、房屋管理部
门则认为划线、 测绘是为了明确拍卖标
的物的轮廓与边界， 尤其在标的物上设
定有其他权利或者多家法院查封互有重

叠的情况下，只有查清拍卖部分的方位、
界限， 方能公平保护买受人和其他权利
人的利益。关于由谁组织划线、测绘的问
题，执行法院和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均认
为是对方的职责。

（三）买受人拒绝承担相关税费
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处置土地、 房屋

所产生的税收问题， 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均未明确提及。 实务中，因
买受人不按税务机关要求缴付有关税费

导致办证机关拒绝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

并不鲜见。关于税费承担，有两个问题存
有争议。 一是应否征税、征哪些税。 一种
观点认为， 强制拍卖属于国家司法行为
的范畴，拍卖土地、房屋不应被征税。 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 强制拍卖与商业拍卖
无异， 仍属交易行为， 应当纳入征税范
围。 拍卖房屋或者土地的，除收取契税、
手续费等常规税费外， 还应征收营业税
和土地增值税。 二是向谁征收、 如何征
收。一种观点认为，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
或无力清缴， 为确保税收安全、 足额征
缴，应向买受人征收全部税费。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 买受人只需缴付除营业税和
土地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根据《营业
税暂行条例》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的规定，前述税种均应向被执行人征收。
具体操作上， 执行法院可直接从拍卖成
交款中优先扣划。

（四）异地交付时当地部门消极配合
当地部门在接到执行法院的协助请

求后，要么明确回绝，要么消极对待，致
使异地交付标的物十分困难， 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地法院正在执行同
一被执行人的其他案件， 但因对不动产
查封在后或者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可能
难以清偿该案债权，故而消极对待，二是
强制交付将剥夺案外人在不动产上的既

得利益， 交付后不稳定因素和大量信访
案件会长期困扰当地， 三是被执行人和
拍定不动产牵涉多方利益， 地方保护主
义依然盛行。

二、解决拍定不动产交付问题
的对策

（一）设立强制拍卖前置程序
强制拍卖前置程序， 就是在强制拍

卖启动前设定必经环节， 执行法院必须
完成相关“规定动作”，确保不动产具备
过户、交付条件，方能将其移交联合交易
所公开拍卖。

一是查清权属。执行法院应向土地、
房屋管理部门发出查询权属状况通知

书， 查询内容包括房屋是否已办理初始
产权登记、 土地及房屋有无相应财产权
证照、权利证照是否符合规定等。倘若房
屋尚未进行权属登记， 执行法院还应当
弄清其是否归被执行人所有、 是否属于
违章建筑等。

二是查清负担。 执行法院应查明土
地、 房屋等不动产上是否已设定担保物
权或者用益物权、 是否已被其他法院查
封或者轮候查封。 权利设定合法有效且
先于司法查封的， 执行法院应在拍卖公
告中如实披露，并启动带瑕疵拍卖。不动
产被其他法院在先查封的， 执行法院还
应与首封法院衔接， 共同协商解决不动
产的处置变现事宜。

三是查清边界。不动产方位、边界不
明晰的，执行法院应前往土地、房屋管理
部门查询相关登记材料； 没有登记材料
或者材料不明确的， 执行法院应委托有
关勘测部门出具土地红线图或者房屋测

绘报告，所需费用纳入拍卖成本。凡不动
产界限模糊、 难与相邻土地、 房屋厘清
的，执行法院不得启动强制拍卖。

四是勘查现场。 执行法院在启动强
制拍卖前必须进行现场实地勘查，核实房
屋的正式编号，并掌握其中承租人、占有人
情况。 若执行法院查明该房屋系被执行人
及其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用房，
应当取消强制拍卖，并退还给被执行人。

五是强制除去查封后租赁、 占有状
态。 若被执行人在执行法院采取查封措
施后，擅自将房屋出租、抵债给第三人或
者安排案外人强行占有的， 执行法院可
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

除其妨害。
（二）加强沟通协调，完善税费征收
由于竞买人的竞价行为暗含利益驱

动，而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也在买卖之间得
以实现，因此强制拍卖具有交易行为的典
型特征，应当纳入国家税费征收管理范畴。
人民法院应与税务机关交流，共同推动税
费负担与缴付制度的合理化改革。

一是调整税费负担方式。 即应由被执行
人缴纳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
税和所得税，由买受人缴纳过户登记费和房
屋契税，双方共同缴纳印花税。 关于营业税
和土地增值税，即便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法
联系或者不愿意、无能力清缴，税务机关也
不能以此为由将税费负担转嫁至买受人身

上。
二是细化税费缴付办法。 买受人可在拍

卖成交后直接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费，并
凭借完税证明到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标
的物过户手续。 而被执行人应承担的税费，
建议税务机关在联合交易所派驻税务员，在
拍卖成交后及时清算应缴税费并函告执行

法院，由执行法院直接从拍卖成交款中提留
并予以扣缴。

（三）整合各方力量，确保不动产异地交
付

执行法院应当坚决依靠当地党委、政法
委的支持以及法院的配合， 整合各方资源，
努力解决异地交付这一难题。 同级党委在收
到执行法院提交的请示报告后，应及时与不
动产所在地的党政机关展开对口衔接，并由
其指令当地相关部门调配人手，协助执行法
院强制清场并移交不动产。 此外，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异地执行时，当地法院应当积极配合执行
法院，并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
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四）改进工作方法，加大制裁力度
执行法院要慎用“软查封”措施。 查封土

地、房屋等不动产时，执行法院应当要求被
执行人搬出、腾空。 若将查封不动产交被执
行人保管或使用，则应明示被执行人不得擅
自出租、转让、抵债或允许他人使用，否则将
受到法律制裁。 在强制移交不动产之前，执
行法院应当制定详细全面的执行预案以及

风险评估报告， 积极征求各协助部门意见，
及时上报党委、政法委审查批准。 在实施过
程中坚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先易后难、
依法处置”的原则，加强稳控措施，注重细节
方式， 避免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极端事
件。 对于查封后擅自处分、移转不动产的被
执行人， 经主动劝告仍拒绝搬出的承租人、
占有人，以及暴力阻挠强制搬迁或交付的案
外人，执行法院应当依法采取罚款或者拘留
措施；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还应以涉
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妨害公务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对于权益亦受侵害的善
意承租人、占有人，执行法院应当加强法律
宣讲，解答相关疑惑，引导其另行起诉被执
行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论 坛

司法拍定不动产交付问题刍议
◇ 汤 伟 朱 敏 蒋晓亮

法 制 新 论 重视调查研究 促进法院发展
◇ 詹玉锋

司 法 实 践

涉执行异议案件应当加强信息共享
◇ 张继明

调查研究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衡量法院整体司法水平的重要标
准， 是领导决策和审判业务开展的基础
工作，是人民法院推进法制建设，更新执
法理念， 提高法官队伍司法水平的有效
途径， 调研工作的开展对于促进法院整
体工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加强调查研究是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的客观要求

从法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看，我
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

显期，改革中形成的矛盾和产生的变化，导
致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为人
民法院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 法院作为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承担
着化解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要作用。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
要求法院必须大兴调研之风，进一步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
从审判实践中寻找和探索新的工作思路

和工作方法，提炼和总结审判经验，研究
和解决遇到的新问题。

二、 加强调查研究是适应法制建设
进程的必然要求

从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看， 改革开放
给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
都带来了深刻变化， 我国的法制建设处
于不断完善的过程，新的法律、新的司法
解释不断出台，法律不断更新完善。新法
的出台是根据司法实践调查研究总结提

炼的产物， 新法实施时法院作为司法机
关又首当其冲，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
审判实践，不断加强调研工作，以适应法
制进程的新要求，同时，党的十八大也提
出了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
就要求法官学习钻研， 不断满足人民新
期待。 在审判工作中既要开展常规性调
研，总结审判规律、查找法律漏洞，提出
修改完善法律和相关规定的意见建议，
又要在新法实施前开展预测性、 前瞻性
调研， 为新法实施后的审判实践提供参

考和帮助。
三、 加强调查研究是完善社会主义

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从司法实践看， 法院面临着新类型
案件不断增多、处理难度不断加大、审判
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 需要对这些
困难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总结审判规
律。 对可能出现的某类案件多发高发开
展前瞻性调研，做好司法应对准备工作。
对已经集中出现的某类案件进行总结性

调研， 通过案例评析总结处理此类问题
的经验。通过调研工作的开展，使审判经
验得以升华，用调研成果指导司法实践，
使审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得以有效解

决。
四、 加强调查研究是提高法官队伍

司法能力的有效方法

法院的调研工作是将审判规律和审

判经验总结归纳的过程， 是审判工作的
延伸。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只有通过调查
研究， 才能及时了解审判工作中的新信

息，全面了解掌握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
提高统揽全局、驾驭全局的能力，提高领导
能力和决策水平， 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
策。 作为法官，司法能力具体到审判工作中
无外乎驾驭庭审能力、适用法律能力、判决
说理能力、调解能力等，调研本身就是一种
司法能力。 总结驾驭庭审经验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对策，对同类案件的案例评析找出
适用法律的规律， 对调解工作理性总结等，
这本身就是工作升华的过程，通过这些调研
工作的开展能有效解决审判工作中的困难

和问题，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
五、加强调查研究是促进法院科学发展

的基本途径

调研工作是探寻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
律，解决工作难点、促进科学发展的基本途
径，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和把握司
法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司法规
律。 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法院工作当
前所担负的责任和任务，准确把握法院工作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促
进法院工作整体发展。

（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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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处理涉及执行异议的

相关案件，平等保护、充分保障当事
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有关办案人
员应当加大沟通交流力度， 充分共
享相关案件事实和案外信息， 切实
实现执行案件、执行异议案件、异议
之诉案件以及相关的财产保全、行
政诉讼案件处理的公平公正、 协调
一致， 实现所有案件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

一是裁、执分工不应分家。执行
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的分离， 直接
目标是通过裁决权对执行实施权的

监督制约达到后者的合法运行，最
终目标都是保障执行案件质效。 而
两权行使的正确与否， 都与掌握的
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准确、 全面息息
相关。只有充分了解案件事实，办理
执行实施案件的法官才能正确实施

执行行为，平等对待申请执行人、被
执行人和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
办理执行裁决案件的法官才能真正

做到平等公正地对待执行实施和执

行异议行为，确保执行实施、执行裁
决的合法性、正确性。

二是执行异议裁决案件与执行

异议之诉案件办案法官之间应加强

沟通交流与信息共享。同样道理，两
类案件的承办法官充分交换案件事

实信息， 可以避免当事人因为对诉
讼程序不熟悉或者故意隐瞒部分事

实导致的错误判断， 保障执行异议
之诉案件的质量、效率和效果。

三是执行异议裁决案件与财产

保全办案法官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

与信息共享。被执行人、案外人提出
的部分执行异议， 是针对财产保全
提出的。 之所以到执行阶段才提出
异议， 一部分是异议人在案件审结
后才发现异议事由， 更多的是因为
在立案庭负责全部保全工作的法

院， 办理财产保全的法官不负责案
件审理，难以对异议进行实质审查，
转移到了执行阶段。 与财产保全相
关的案件事实和案外信息， 只有保
全法官才了解， 他们与异议审查法
官沟通交流， 将所掌握的有关信息
反馈给后者， 因而成为保障异议审
查正确合法的必要条件。

四是执行异议裁决案件与相关

行政诉讼案件办案法官之间应加强

沟通交流与信息共享。 执行异议审
查经常涉及不动产登记， 有的对执
行案件提出异议的案外人为保障异

议之诉案件对自己有利， 先提起行
政诉讼要求撤销不动产登记行为。
此时， 执行异议裁决案件与相关行
政诉讼案件办案法官加强沟通配

合，共同做好相关当事人、案外人的
工作，更有利于案结事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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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文、湖北省阳新县瑞阳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金
平诉你们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

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2）惠龙法民一初字第 19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平陵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龙门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依法受理了
邹城市东旭煤炭储运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一案，并指定了清算组
负责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 有关债权人应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 清算组办公地点：
济宁市古槐路 43号济宁市商业局五楼。 联系人：董桂玲，张歌，
联系电话：18605373375 13406266820

邹城市东旭煤炭储运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本院受理范良枝、唐自强申请宣告范兴群死亡一案，经查：
范兴群，女，1974 年 1 月 2 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福寿乡
马中村 7组村民，公民身份号码：512323197401228423。 范兴群
于 2002 年 3 月 22 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范兴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英圭申请宣告李东娇失踪一案，经查：李东娇，
女，1990 年 1 月 15 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南省社旗县李店镇南
元庄村。 自 2010年 12月 5日外出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李东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城郊

人民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
依法宣告李东娇失踪。 [河南]社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俊驰、郭俊洋申请宣告付秀丽失踪一案，经查：
付秀丽，女，1976年 3月 28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南省社旗县陌
坡乡后洼村 12组。 自 2008年 10月 6日外出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付秀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城郊人民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付秀丽失踪。 [河南]社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冬生申请宣告潘南兵失踪一案，经查潘南兵，男，
1977年 9月 22日出生， 汉族， 住兴化市陈堡镇唐庄村四组 215
号。于 1998年 3月起离家出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希望潘南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才秀申请宣告邱华死亡一案，经查：邱华，女，
汉族，1944 年 9 月 12 日出生，户籍地：成都市高新区紫竹北街
27号 5栋 6单元 2号。 于 2002年 3月 7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邱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禹申请宣告王泽军死亡一案， 经查： 王泽军，
男，1966年 3月 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住国营勐腊
农场二分场六队， 公民身份证编号 532823196603110016。 于
2002年 10月 31日下落不明，2005年 5月 9日经本院宣告为失
踪人。现下落不明已满 10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
希望王泽军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勐腊县人民法院

哈尔滨创维服饰有限公司： 本院依据金华市金东区区人民
法院（2012）金东商初字第 266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浙江航艇针
织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信用信息警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
表，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 责令你公司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刘鹤阳：本院依据（2011）里民三初字第 779 号民事判决书

受理了冷春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信用信息警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
产登记表。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
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刘天方：关于何忠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
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2年 7月 23日作出的（2012）南民二初字第
16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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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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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钱跃鸣、张润月：本院执行的揭春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法律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2）
鄂茅箭执字第 00982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 3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偿还揭春来借款本金 500000元
及利息，负担诉讼费 5080元，执行费 7494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张蕊： 本院执行的张启臣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沈铁西执字第 511 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
义务： 将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勋业三路 21号楼 5-1-1 号房屋腾
空返还给申请人张启臣并给付申请人张启臣房屋占用使用费；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朱丕和、徐云秋：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瓦房店支行与被执行人朱丕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及申请执行人岳波、姜仁杰与被执行人朱丕和、徐云秋、瓦
房店万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王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外
人张琳琳对本院查封的瓦房店市钻石街 48 号长城都市阳光 01
区 6幢 1-5-1室提出异议，主张所有权，本院已审查终结。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瓦执异字第 8号执行裁定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
讼。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张军平、于全胜、独绍明、潘保国：本院受理太原市国泰惠
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人申请执行本院（2012）万民初字第
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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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成都瑞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成都市泰恒置业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诉你公司一案中，案外人肖玉成、王文仪、黄琳、
肖红波、吴英艺、郭忠义、赵景全、李文洪、胡向阳及四川省鹏辉
装饰工程公司提出异议，本院对案外人异议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3） 锦江执裁字第 1-10 号民事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上述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提起诉讼。 逾期未提起诉讼，上述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刘爽： 关于申请人四川华晶玻璃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其他合

同纠纷案件中，本院已立案执行，并向你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因你
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现本院将对你所有的川 AD5B78
号汽车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按照法律规定你可与申请人共同协商
确定评估、拍卖机构，如你未在公告刊登后 15日内以书面形式通
知本院，本院将依法指定评估、拍卖机构。 [四川]郫县人民法院

朱旭轮、李淑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上虞市光明金属
制品厂与被执行人缙云县鑫达灯管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
执行人缙云县鑫达灯管厂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你们是被执行人的合伙人，遂追加你们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7）虞法执字第 907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浙江]上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金凯新瑞光电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30800053/92922137，金额为人民币 370,409.2元，付
款行为招商银行深圳蔡屋围支行，出票人为深圳市旺鑫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昆山光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为深圳市金凯新瑞光电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昊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2078206、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正
昊服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收款人为郑
州市二七区金城服饰广场逸伦服饰商行、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 月 12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的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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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溧阳市创天模具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于

2013年 3月 19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
记载：票号 31500051 20583115，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镇江四
通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扬中市天贸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付款
行扬中恒丰村镇银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4 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3年 5月 13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
行汇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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