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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剑漪新闻纵深

传票、判决书、调解书、应诉通知书……严肃权威的法律文书，在一场场“暗怀鬼胎”的闹剧中被伪造、被变造，有人为了婚姻，有人为了房
子，有人为了应付客户，于是，真实的案号被配上了虚假的判决主文、粗陋的文书格式加上了精心拷贝的合议庭成员姓名。 法官指出，这类行为
损害的是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一经发现，法院一律依法予以严惩。

诚信之重要与重构观察 思考

□ 严剑漪

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机制的实践完善

反馈 追踪

□ 王佳舟

风口上玩火 伪造法律文书之众生相

“1979年的刑法曾经规定了伪造、变
造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的
犯罪，到了 1997年修订刑法时，针对实践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刑法又增加规定了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 ”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肖波介

绍说，“近几年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这类
犯罪行为虽然比较少，但只要发生，法院
一律依法严惩，因为这类行为损害的是司

法公信和司法权威。 ”
根据统计，2009年至今，浦东法院受

理了各类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类案件共计 9
起。 其中，有的被告人是为了得到从轻处
罚而伪造户籍证明，有的为了满足客户提
前提货的需求伪造了 《出口农药登记证
明》去报关，有的为了找工作伪造了“无违
法犯罪记录证明”， 还有的伪造人民警察
证和搜查令去进行违法活动，更多的则是
在房屋动迁中伪造个人建房土地申请表、
法院调解书去牟利。

“其实目前我们上海法院网已经开通

了‘审务公开’栏目，点击其中的‘裁判文
书’就可以直接查得到相关案件的法律文
书， 这些伪造者的伎俩很容易被戳穿，当
事人只要上网一查就知道案件的真伪。 ”
肖波说。

“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案发的。 ”周爱华
姐妹俩在到案后不约而同地供述。法律有
明确规定，而且她们伪造之后怕事发也如
履薄冰， 即便明知会被戳穿仍然去做，究
竟是为什么？

心理学家曾经对 “人为什么要说谎”
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人之所以说谎

出于三个原因：为了给他人制造积极的印
象或保护自身免于陷入尴尬不安的境地；
为了获得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的利益；为了
使他人显得更好或者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教育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不诚信现
象的原因”做过探讨，讨论结果是：不诚信
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于追求不当获利，在
很多人心目中，“诚信是虚的， 利益是实
的”。

追求利益本没有错， 关键要以合理
的、诚信的方式去追求。 贪污腐败、假冒伪
劣都是想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

“不诚信现象的发生是有深层次原因
的，因为它更多地和某些利益牵扯在了一
起，所以会有人去伪造学历、伪造论文、伪
造文凭、伪造身份，包括伪造法律文书，丑
闻不断。 ”上海市尊源恒律师事务所主任
徐■建议，老百姓需要委托代理律师时应
当前往正规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同时核
对律师本人的资质；案件涉及刑事或重大
民事纠纷的，建议直接与法院沟通，及时
了解案件进行情况。

“诚”和“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两
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范畴，诚信的要求首先
就是心口、表里如一，暗处、明处如一，名
实如一，高度坦诚，心地洁净。 一戳即破的
谎言，如同《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无
法长久。

伪造者往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资料图片

自己“炮制”自己的男人
56 岁的江苏无锡人杨建昌自从

下岗后便与妻子之间有了隔阂。 面对
一直好吃懒做的丈夫， 杨妻最终选择
了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法院向杨建昌发出了应诉通知书

和传票， 但因夫妻俩就财产、 住房问
题难以达成协议， 离婚案一直悬而未
决。

离婚是迟早的事， 杨建昌很明白
这点， 想到自己今后总要再恋再婚，
他看着法院发给他的应诉通知书、 传
票计上心来———给自己弄个 “大款
案” 吧。

杨建昌依样画葫芦， 重新打印了
一份设计好的 “应诉通知书”， 编造
出一起法院立案受理的股权纠纷案，
在这份 “应诉通知书” 上， 他将女儿
列为原告， 自己则作为被告， 以显示
自己是一个企业的大股东。

为了进一步 “标明” 自己的 “身
价”， 杨建昌同时又炮制了一份法院
“财产冻结查封通知 ”， 上面赫然写
着： “2002 年底结算市值 1.88 亿元
人民币及 2002 年红利 892.3684 万元
及你本人中国农业银行世纪宝通信用

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方卡、 上海
城市合作银行明珠卡、 中国银行金卡
的资金， 冻结听候处理。”

杨建昌没有料到 ， 他的这两张
“杰作” 被回家整理女儿衣物的杨妻
发现了。

看着这些夹在女儿相册中的假文

书， 杨妻又气又恼， 当法院再次召集
夫妻双方进行离婚案件调解时， 她向
法院提交了这些假文书材料， 始料不
及的杨建昌不得不当庭承认是自己私

自而为。 三个月后， 法院以伪造、 变
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杨建昌管制
一年。

与杨建昌有同样心思的， 还有江
苏启东人高强。 高强与前妻曾在法院
调解离婚， 调解书确认双方之女由高
强抚育。

再婚后， 高强又想与现任妻子再
生一子，于是高强拿着法院的调解书，
花了 80 元钱，请人伪造了一份“调解
书”。该“调解书”中载明女儿由高强前
妻抚养， 并在伪造的调解书中加盖了

伪造的法院印章。案发后，法院以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被告人高强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不惜赴汤蹈火的女人

杨建昌 、 高强毕竟只敢偷偷摸
摸。 而周爱华姐妹俩， 竟为了骗取房
屋动迁款， 堂而皇之地与他人合谋伪
造法院文书。

由于家中老宅动迁， 周爱华与妹
妹周黎华来到担任动迁员的董某办公

室， 询问其母亲住所地相关动迁事宜
及在动迁过程中如何能多得到补偿。

董某心领神会， 当即表示可以为
周爱华办理假离婚， 将周及其女儿作
为 “引进人口” 列入其母亲住所地动
迁时应安置的人数范围内， 从而多得
到房屋拆迁安置款。 一拍即合的周家

姐妹立即与董某约定， 事成后给董某一
至两万元的好处费。

第二天， 周爱华将自己的户口簿、
房卡本、 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交给董某。
数日后， 董某将伪造的法院民事调解书
及复印件交给周爱华， 骗取到房屋拆迁
安置款 87000 元。

看到姐姐如此顺利地拿到安置款，
周黎华也为了自家住所地拆迁事宜与董

某密谋， 约定由董为其丈夫家的亲戚办
理假离婚手续， 骗取安置款。 一周后，
周黎华取得伪造的法院调解书， 从而骗
取房屋拆迁安置款 86800 元。

轻易骗取了 17 万余元的周氏姐妹
非常满意董某的办事效率， 不仅按约支
付了董某好处费 2 万元， 还另送了一部
三星牌手机。

半年后董某事发， 当得知有关部门

正在追查此事后， 周氏姐妹同自己的丈
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分别判处
周爱华、周黎华、周黎华的丈夫、房屋动
迁员董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五年不

等，并分别判处罚金 2000 至 5000 元。
无独有偶， 家住上海杨浦的韩文娟

也为了房屋不惜 “赴汤蹈火”。
杨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

小王至今还记得， 在一个快要下班的黄
昏， 他正在窗口工作， 收到了一份韩文
娟递交的 “民事调解书”， 在这份调解
书上清楚地记录着双方达成的协议内

容： “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某弄某号
二层南北间， 原告韩月娟占二层北间，
被告杨海、 伍天彬占二层南间”。 为了
谨慎起见， 小王特地到法院进行核实。

“这份调解书一看就是假的，连书记
员的名字也写错了，而且上面用的字号、
文字的表述方式和我们法院出具的法律

文书根本不一样，一点也不规范。 ”负责
接待的立案庭法官看出了破绽。

果然， 经过核查， 这份 “调解书”
上除了合议庭的 3 名法官姓名属实， 其
余内容均为伪造， 法院从未出具过这份
调解书， 更没有这些 “当事人”。

“闹出这些事都是为了房子！” 到
案后， 韩文娟后悔不已。

胆大妄为的真假律师

陈丽英是一个受伪造之苦的受害

者。 2010 年， 陈丽英碰到一起房产纠
纷， 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胡吉祥的
“律师”。 “胡律师” 得知陈丽英的烦恼
后立即挺身而出， 声称可以为其 “包打
官司”。

喜出望外的陈丽英立即与胡吉祥签

订了一份 “律师委托代理合同”， 根据
合同约定， 胡吉祥先向陈丽英收取了 3
万元代理费。

此后，胡吉祥另行委托了某律师事
务所的一名曹律师，由曹律师根据陈丽
英的资料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胡
吉祥没有料到，法院最终裁定不予受理
此案。

法院没有受理， 胡吉祥却没有把真
实情况告诉陈丽英， 反而花言巧语欺骗
她 “案子继续在法院诉讼”， 并先后多
次向她收取费用共 41600 元， 而实际上
他什么也没有做。

两年后， 着急的陈丽英向胡吉祥催

问案件的审理情况， 无奈之下， 胡吉祥
伪造了一份判决书给陈丽英 ， 并告知
“案件在法院申请执行”。

信以为真的陈丽英拿着判决书前往

法院询问执行情况， 接待法官一看陈丽
英手里的文书，立即指出文书的案号、格
式都存在错误，法院的印章也明显假冒。

法官随即通过法院审判管理系统进

行查询， 发现这份判决书上的法官从来
没有办理过陈丽英一案， 而当法官电话
联系这份 “判决书 ” 上的律师事务所
时， 该所答复 “根本没有一个叫胡吉祥
的律师”。

如梦初醒的陈丽英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 胡吉祥很快落网。 警方在侦查中
发现， 陈丽英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还
有一名女性也因同样的原因被胡吉祥骗

走了 7 万余元。 “我早打个电话给事务
所就好了！” 陈丽英后悔自己的天真。

陈丽英碰到了假律师 ， 但 A 公司
碰到的伪造者却是真律师。

上海的一家法院曾经收到过一份来

自 A 企业管理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邮寄来的申请执行材料， 其中包含了一
份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A 公司要求被告
某食品店支付 14 万余元的欠款。

当法官通过审判管理系统进行法律

文书核对时， 却惊讶地发现这份判决书
复印件除了最后一页有关审判组织、 日
期、 法院印章等落款部分是根据真实法
律文书复印外， 前面的内容全为变造，
包括莫须有的 “当事人”。

法院立即与 A 公司取得联系 ， 要
求提供民事判决书的原件 。 A 公司表
示， 判决书是由该案的代理律师杜某传
真至公司的， 公司并没有原件。 而当 A
公司打算电话联系杜某时， 却发现杜某
已 “神秘消失” 了。

经调查，A 公司此前确实与某食品
店就货款结算问题发生过纠纷，A 公司
也全权委托了杜某向该食品店追索欠

款。
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杜某因家事情

绪低落， 在一次疏忽中竟然将全部的证
据材料丢失，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杜某
只好瞒着 A 公司，一拖再拖，直至最后
A 公司多番催促， 杜某想出了伪造判决
书的“招数”来应付 A 公司。 事情败露
后，杜某选择了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文中人物系化名）

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能够
有效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
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 然
而，该制度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

院调研发现 ，实践中 ，在媒体上以
公告的形式发布对被执行人限制

高消费的措施，需要由申请执行人
垫付一定的费用，申请执行人可能
会产生 “原债权没实现 ，还要搭进
一笔”的想法，而不愿申请。

还有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的若干规定》规定了限制高消
费令的送达方式有公告送达和直

接送达 ，但实践中 ，没有统一固定
的文书供执行人员实行直接送达。

在限制高消费实施过程中的监

督方面，力度也有待提高。在监督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过程中， 受时
间和地域限制， 执行人员无法对被
执行人进行随时监督。像娱乐场所、
高档宾馆等营利性单位无法主动配

合法院对被执行人的消费进行限

制，法院与银行、工商、公安、机场等
部门联动信息网络不够通畅， 致使
法院监督力度不够。

此外，履行义务后对限制高消
费令的撤销程序有待完善。 目前，
并未具体规定解除限制高消费令

的方式与程序。 实践中，在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后，如果不撤销限制高
消费令，将对被执行人的生产生活
产生持续性负面影响。

对此，笔者提出建议：收案后，
执行人员应对案件综合评估，重点
考察案件的标的额、被执行人的下
落 、履行态度 ，以及申请人的身份
情况和经济条件。

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 申请执行
人经济情况较好， 且标的额比较大的
执行案件，因其不可能直接送达，且相
关垫付费用所占比例较小， 申请执行
人易于接受， 可依职权启动限制高消
费措施，以公告方式发布。

对确有必要向媒体发布限制高

消费令的“骨头”案，在某一个或几
个申请执行人无法垫付相关费用的

情况下， 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同时
对数个长期未能执结的难案、“骨头
案”发布限制高消费令，相关费用可
根据标的额比例由申请人垫付，减
少申请人成本，或给予司法援助。

酒店、金融、工商、房产、交通、
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应当与法院加

强协作，共同建立覆盖全民全社会
系统的、 资源共享的诚信体系，使
被执行人在融资、 投资、 置产、出
境 、注册新公司 、高消费等方面受
到严格的审查与限制。

建议出台司法解释建立限制

高消费令的事后撤销制度。 在被限
制高消费人员履行义务后，法院应
及时撤销限制高消费令。 关于撤销
形式，各法院应当统一字号与文号
序列 ，如 “某年某市某区人民法院
限制高消费令撤销通知书第 n 号”
并加盖公章。 同时，将撤销通知书
发送案件当事人与协助单位，如果
以公告形式发布限制高消费令的，
还应通过公告的形式予以撤销。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人民法院报 ２０13年 4月 1日（总第 5606期）

谷天福、董秀琴、王茂乾：郑州仲裁委员会（2012）郑仲裁字
第 098 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岳爱梅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两份法律文书：1、 本院
（2012）郑执一字第 441 号执行通知书。 内容：向岳爱梅或通过
本院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30 万元及违约金， 逾期履行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偿还岳秀梅预交的仲裁费、公告
费、保全费合计人民币 18670 元；向本院缴纳执行费 5237 元。
2、本院（2012）郑执一字第 441 号执行裁定书。 内容：冻结被执
行人谷天福、董秀琴、王茂乾存款人民币 50 万元。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公告送达期满后 3日内，应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萍： 本院受理申请人乙从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二七法执字第 84 号
执行通知书和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
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对你名下的福克斯牌轿车 （豫 A23C08） 依法进行评估、 拍
卖。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司法
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 并在选择评估机构之后 7 日内来本院
确定现场勘验相关事宜， 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本院将随机抽
取选定评估机构， 所确定的评估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张雁：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中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依法委托河南正达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对你登
记所有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街 104 号 1 单元 4 层东户房
屋 1 套进行了价值评估， 现通知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该公司豫郑正达评字[2013]030584A 号房地产估价
报告及本院（2012）管执字第 170 号执行裁定书，期满即视为送
达， 并限你在上述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领取
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逾期不到视为你放弃相关权利，本院依
法对该房产进行拍卖。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何武：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朱晓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你
未按执行通知书的期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决
定对被执行人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北、众旺路西 2 号楼 5 层
509、510、511、513、514、515号房产依法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
有效联系到你，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
估、拍卖、评估报告送达、拍卖日期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
知，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
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评估、拍卖等执行
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此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黄飞进：你与胡志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2）邵中

民二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胡志辉的申
请，本院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立案执行，因本院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2013）邵
中执字第 17-1 号执行通知书和（2013）邵中执字第 17-2 号执
行裁定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本院责令你向申请执行人
胡志辉支付借款本金 455 万元， 利息及逾期利息 3760460 元
（至 2013 年 2 月 15 日止），诉讼费 66486 元。 并承担本案执行
费 6.93 万元 。 本院依法冻结被执行人黄飞进的银行存款
8446228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财产。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万兴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汤■与被执行人万兴平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万兴平至今未
按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委托相关
部门对被执行人万兴平所有的鄂 D66369 号轻型自卸车一辆进
行了评估，并两次对该车辆进行拍卖，均因无人竞拍而流拍，现
申请执行人汤■同意受偿该车辆抵偿其债务。 岳阳市岳阳楼区
人民法院作出(2011)楼执字第 355-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
执行人万兴平所有的鄂 D66369 号轻型自卸车一辆作价 36000
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何敦祖：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你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
支行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0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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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郑学才：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
行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10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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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徐鹏：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
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1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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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向多朗：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
行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1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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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谭毅：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
县支行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12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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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孙华普：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县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澧县支行申请执行（2012）澧民初字第 81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澧执字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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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杨衡明：本院受理申请人黄利锋执行监督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听证通知书、监督执行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3 审判庭举行公开听证，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前锋、马桂红、张建民、余前进、张颖臻：申请执行人刘旭
明与你们民间借货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依法对余前锋所有的权
证号码为娄底 00126509 和娄底 00126510 房产进行了拍卖，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娄中执字 26-2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
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兆顺：本院受理陈光武、左宗庆、方伟申请执行（2011）洪
法民二初字第 330 号、（2011）洪法民二初字第 331 号民事判决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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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湖南]洪江市人民法院

盐城市亿路迅能源有限公司、朱正华：本院受理王建龙申
请执行(2012)新昌民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3)新昌执字第 10-1 号、(2013)新昌执字第 10-2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
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新建县人民法院

舒渭民：本院在执行杨孝瑞、陈惟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中，依法委托上饶市周华永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
位于上饶市信州区南门路 4 号的房产（证号：房权证上饶市字
第 3039543号）进行评估，现已作出饶周华永辰评字[2012]67号
资产评估报告及（2013）弋执字第 55、56 号拍卖裁定书，现予公
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江西]弋阳县人民法院

张伟： 本院受理案外异议人孙雁诉申请执行人董德军与
你、被执行人宫长华申请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五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东营市新世纪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
东营市远创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公司未履行本案及以你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其它案件
的法定义务，本院已作出（2007）东执字第 977-1 号执行裁定
书， 依法拍卖你公司建设的新世纪综合楼所有房屋及相关土
地。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及相关
房地产估价报告，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 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为送达之
日起 10内（节假日顺延），逾期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
法对该财产强制执行。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何晓云：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金牛民初字
第 2975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立案受理成都兴亿
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