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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田 野基础工作在基层

□ 朱忠宝 陈亚 厦门海法 拓展涉外案件沟通化解途径

西城 医疗纠纷“三位一体”式解决
西城区位于北京市中心地带，辖区内各级医院、诊所、卫生室的数量达1000余家，近年来医疗纠纷相应增多。 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具有案件数

量多、争议问题难、医患矛盾激化等三个特点。 为此，西城法院在多年专业审判和集中调研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各项机制进行完善整合，创建了医疗纠纷“三位一体”解决机
制，即诉调对接机制、简易程序调处制度和立案前鉴定制度等三种医疗纠纷案件解决机制。 2013年3月27日，西城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介绍了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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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案件涉外性强， 海事法官在承
办此类案件时， 与身在国外的当事人沟
通联系颇难， 通常与律师 “单线联系”
居多， 律师的配合程度往往会影响法官
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为了更好地审理涉外案件， 福建省
厦门海事法院从拓展与涉外当事人沟通

联系方式入手， 成功化解了一起较棘手
的涉外案件。 被扣押166天的意大利籍
“菲利浦·兰保” 轮近日终于起锚， 从厦
门港返航。

纠纷缠 “船” 一路被扣
载重达7万多吨的意大利籍 “菲利

浦·兰保” 轮， 承载着厦门某油脂有限
公司向美国哥伦比亚谷物贸易公司购买

的6万多吨阿根廷大豆， 从阿根廷的巴
希尔布兰卡港驶往中国厦门港。

本以为会顺风顺水的 “菲利浦·兰
保” 轮却因债务纠纷航行艰难， 一路历
经 “两国四扣”。

2012年6月29日 ， 当 “菲利浦·兰
保” 轮途经新加坡领海时， 被新加坡法

院扣押。 后经欧洲标准保赔协会提供担
保， 刚被解扣的船舶， 又被新加坡法院
以中国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与该轮船东

正在英国伦敦仲裁租约纠纷而提出扣押

申请为由， 再次扣押尚未续航的 “菲利
浦·兰保” 轮。

这一回， 欧洲标准保赔协会却拒绝
为该轮提供担保， 何时解扣尚不可知。
厦门某油脂公司担心价值2个多亿的大豆
若长期被扣留在潮热的新加坡， 一旦变质
损失惨重， 无奈之下替船东提供80万美元
的保函给中国某散货运输公司， 以换取
“菲利浦·兰保” 轮在新加坡解扣。

同年7月22日， “菲利浦·兰保” 轮
顺利抵达厦门港。 厦门某油脂公司便以
遭受货物和担保损失为由， 向厦门海事
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船东提供450万美
元的担保， 并申请扣押 “菲利浦·兰保”
轮。

8月2日， 又有一家香港公司向厦门
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扣押 “菲利浦·兰保”
轮申请， 要求船东提供2000多万元人民
币的担保。

沟通单一案件搁浅

“菲利浦·兰保”轮被扣押一个多月
后，船东丝毫没有提供担保的迹象。据外
方代理律师介绍，船东早已资不抵债，无
力提供如此巨额的担保。 意大利破产清
算小组已对该公司进行接管和清算，船
东名下所有的船舶都已经抵押给当地的

银行并被意大利法院冻结。
争取有人提供担保，是化解纠纷的上

策。 承办法官向外方委托律师建议从三个
方面去争取担保：其一，与为该轮承保的欧
洲标准保赔协会联系担保事宜；其二，与该
轮在意大利的抵押权人联系，看能否出具
担保以换回船舶；其三，与破产清算小组成
员联系，由破产清算小组出面解决。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好消息并没有
传来。眼见获取担保的希望渺茫，轮候扣
船的香港某公司撤回了扣押船舶申请。
厦门某油脂公司虽然坚持不撤回扣船申

请， 但也同意将要求船东提供担保的金
额从450万美元降至100万美元。

即使如此， 意大利破产清算进展情

况如何？英国伦敦仲裁结果怎么样？船东
有没有筹措担保资金？这一系列问题，律
师答不上来，法院更一无所知，案件被迫
搁浅。

主动出击案结事了

眼见船舶扣押时间将近半年， 庭长
温文华深感不能再坐等结案， 她说：“静
等律师消息办案已等不起， 必须主动出
击，促使外方当事人有所作为。 ”

承办法官通过律师向意大利破产清

算小组转达了法院的意见， 告知如果该
轮在中国扣押时间过长的话， 很可能进
入拍卖程序；一旦由法院拍卖，该轮在境
外的所有债权人都必须到中国法院来登

记才能实现其债权，这对他们来说，将是
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 而且如果该轮在
中国拍卖， 对破产清算小组如何清算公
司资产也很麻烦， 建议破产清算小组多
做化解工作，尽早让船舶返航。

承办法官又依托厦门港口局的行政

调解员与中国某散货运输公司联系，询
问在英国伦敦仲裁的进展情况， 并商请

该公司主动与意大利破产清算小组沟

通，尽快提供担保。
承办法官再次登上 “菲利浦·兰保”

轮，当面与船长进行交流，陈明利害，并
要求直接与船东和破产清算小组成员联

系，传达中国法院意见。
多渠道沟通终有回应： 船长与律师

均与意大利破产清算小组取得了联系，
他们愿意参与协商处理扣船事宜。

行政调解员也来电告诉法官， 意大
利船东已经与中国某散货运输公司就伦

敦仲裁的租约纠纷达成了和解协议，船
东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该协议项下的

支付义务。
由此， 中国某散货运输公司也按照

协议约定将厦门某油脂公司出具的保函

退还。 船东还与厦门某油脂公司达成和
解协议， 双方约定在厦门某油脂公司申
请解除扣押船舶后，船东再支付5万美金
作为损失补偿。

此案为涉外案件化解方式从单边联

系向多边沟通转变，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
用。 厦门海事法院院长黄勇民深有感触地
说：“突破律师‘单线联系’的固有模式，采取
多途径沟通方式化解涉外案件， 有利于提
高法官办案效率和质量， 也有利于进一
步光大海事司法国际形象。”

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保障调解效力

2012 春节前的一天 ， 北京市西
城区人民法院法官接到外地来京看病

的患者林某家属的求助电话， 电话中
语气万分焦急， 称林某在北京某医院
治疗过程中不幸出现意外而昏迷。

双方通过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委） 的多次
调解， 基本已达成赔偿协议， 但医院
坚持等林某出院后再给付赔偿款。 林
某家属担心医院无法兑现， 双方为此
争执不下。 医调委建议患者家属寻求
法院的帮助。

承办法官了解情况后， 当即进行
协调。 医调委马上为医患双方出具协
议书， 医方与患者一起赶往法院进行
司法确认。 西城法院各部门也开启了
“绿色通道”， 快速办理了立案、 司法
确认以及收取案款的各项手续。

当天下午救护车到达医院时， 林
某家属已经拿到了司法确认文书， 放
心地带患者离开了医院。

法院在款项到账后， 直接汇入林
某家属指定的账号。 事后， 林某家属
多次致电西城法院， 对法院高效快捷
的工作机制表示感谢。

据了解， 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
认制度， 是西城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对经过医调委调解， 医患双方共
同达成的调解协议， 通过司法程序对
其效力进行确认， 不收取任何诉讼费
用。

患者张先生告诉记者： “普通百
姓不了解司法确认， 认为到法院就应

该打官司，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进行司
法确认。”

针对此类情况， 西城法院民事审
判庭与立案庭协作， 对于当事人起诉
至西城法院的医疗纠纷案件， 首先向当
事人宣讲西城法院医疗纠纷诉调对接机

制， 充分释明， 从而引导当事人通过
人民调解的途径解决纠纷。

这项由基层法院负责全市专门

类型案件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工作， 在北京市尚属首次 。 自 2011
年 5 月至今 ， 西城法院受理的经医
调委调解的司法确认案件共 126 起，
全部得到司法确认 。 其中 119 起在
医调委签订协议当日即得到确认 ，
其余案件司法确认的时间平均不超

过 7 个工作日。

适用简易程序调处纠纷

提升诉讼速度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 一部分患者不
愿意到法院起诉。 “之所以如此， 首先
是对司法程序不了解， 不知道如何打官
司， 还考虑到诉讼成本、 诉讼风险、 诉
讼周期的问题， 存在 ‘诉讼恐惧症’”。
患者张先生说。

针对此类情况， 西城法院依据相关
法律， 创立了适用简易程序调处医疗纠
纷制度， 对于西城区辖区内发生的医疗
纠纷案件， 事实清楚或者基本已经达成
调解意向的， 简化起诉手续， 指派专门

的法官主持调解工作。
2012 年 ， 患者李某由于进行心脏

介入手术失败， 导致心脏支架堵塞， 出
现半身不遂等症状 ， 李某于是拒绝出
院， 在病房住了两年之久， 并向医院提
出高额索赔。 医院劝导患者起诉， 但李
某坚持不起诉。

在西城法院实施医疗纠纷便民调解

制度后， 由于程序便利， 且节约成本，
李某终于自愿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表示
希望法院给予便民调解。

最终， 通过法官的工作， 在患者提
起诉讼后不到 2 个月的时间内， 医患双
方达成赔偿协议， 李某很快办理了出院
手续， 并在出院当日领到了赔偿款。

“西城法院将起诉书必备的内容进
行标准化、 格式化， 当事人只需填写表
格便可完成起诉事项， 大大地简化了患
者起诉的程序 ， 既节约时间又节省成
本， 使得患者更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医疗纠纷。” 医调委副主任刘方这样评
价西城法院的简易程序调处制度。

记者了解到 ， 2011 年至今 ， 西城
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调处医疗纠纷的案件

共计 82 件， 到社区、 医疗机构内部进
行调解的达 15 次， 其中 77 件在立案当
日即通过简易程序调解成功； 其他案件
平均调处时间均在 1 个月以内。

创立医疗鉴定前置制度

缩短诉讼周期

王女士因子宫肌瘤在某医院实施了

子宫全切手术， 术后出现排尿障碍。 她
认为是因手术操作过错造成的， 故起诉
要求某医院赔偿 30 余万元。

西城法院接到起诉材料后， 发现她
没有掌握任何可证明医院存在过错的证

据， 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 于是立案法
官便向王女士介绍了立案前鉴定制度，
特别强调了该制度可先不交诉讼费， 即
可先行掌握医院保管的全部病历材料，
进行医疗鉴定之后再决定是否提起诉

讼。
王女士了解情况后， 决定申请立案

前医疗鉴定。 经过司法鉴定， 某医院对
王女士实施的手术不存在过错， 术前告
知风险方面虽有一定不足， 但与王女士
排尿障碍无因果关系。

得知鉴定结果后， 王女士态度发生
很大转变。 后经调解， 某医院负担了王
女士的鉴定费， 并返还其一部分住院费
用， 双方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

立案前鉴定发挥法院审判权的公正

性， 引导医患双方在立案前即通过法定程
序进行鉴定， 解决了因当事人在诉前单方
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引发的不信任问

题， 同时丰富了患者的维权手段。
“住院病历由医疗机构保管， 在医

疗纠纷发生后， 患者一方只能从医疗机
构复制住院病历中的客观部分材料， 而
病程记录、 会诊、 记录、 病情讨论记录
等属于医生对病情分析的主观病历则无

法获取， 非常不利于维权。” 西城法院
审委会专职委员杨平胜介绍， “适用立
案前鉴定制度时， 医疗机构必须在鉴定
之前将其掌握的全部病历材料的副本提

供给患者， 并同时作为鉴定依据。 通过
这一程序， 极大丰富了患者一方的维权
信息和维权手段。”

通过适用法院指导下的立案前鉴定

制度， 解决了以往诉前鉴定医患双方互
不信任的问题， 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又可以为当事人提供诉讼风险
预判，有效地降低了诉讼成本，并大大缓
解了法院的受案压力，可谓“三方受益”。

2013年 3月 27日，西城法院北区民二庭法官赵长新接受媒体采访。 谢伟辉 摄

针对全社会法治观念不强，公
务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现状，应当尽
早确立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

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来
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
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要看
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

怀德

如果改革不彻底， 铁路企业引
进竞争机制和铁路总公司分拆不合

理的话， 铁路的垄断就会由政企合
一的垄断演变成一个大垄断企业的

垄断，垄断的合法化、合理化比过去
政企合一时代的垄断更糟糕。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

所管理室主任 刘 斌

69条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 新闻发

言人方力在３月28日举行的北京市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新闻发布

会上说， 今年北京将部署实施2013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出台69条具
体措施改善空气质量。

64.7%
截至去年底， 我国网络零售市

场交易规模达13205亿元，同比增长
64.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增至6.3%。 互联网正为社会生活带
来全新方式和体验。

2．74亿
据日前举行的 《2013年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发布会上的消
息，2012年，全国工商系统立案查处侵
权假冒案件12．04万件，其中查处“傍名
牌”案件11．2万件，案值2．74亿元。

28%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目前我

国货车保有量1900多万辆， 占机动
车保有量总数的7.8%， 但货车肇事
导致的死亡人数约占交通事故死亡

总数的28%。 2012年货车的万车事
故率比同期全国机动车万车事故率

高出1倍多。

孙木子洋

据悉， 经过中日两国执法部门
密切合作，特大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
孙木子洋在日本落网。 3月22日，中
国警方成功将其从日本押解回国。

孙木子洋原名李启， 男，45岁，
中国籍。 2010年至2011年，孙木子洋
以投资收购江苏省一热电厂为名，
向社会非法融资金额高达数亿元人

民币。 案发后，孙木子洋逃往境外。
此案涉案金额高，受害群众多，

社会影响恶劣。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
视， 积极部署开展对孙木子洋的追
逃工作， 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
对孙木子洋的红色通缉令。 在确认
孙木子洋潜逃日本后， 公安部与江
苏省公安机关立即组成工作组赶赴

日本，与日本执法部门密切合作，开
展缉捕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
细致的工作， 孙木子洋近日被日本
执法部门抓获并予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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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中山市东凤镇恒辉玻璃工艺厂因支票壹张被盗（发票
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区支行，出票人为中山
市横栏镇迎祥照明灯饰厂，持票人为中山市东凤镇恒辉玻璃工艺
厂，支票号码为 1050443016716398，金额为 184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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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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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东凤镇恒辉玻璃工艺厂因支票壹张被盗（发
票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区支行，出票人为
中山市古镇顺兴托运部，持票人为中山市东凤镇恒辉玻璃工艺
厂，支票号码为 1020443023144067，金额为 6455.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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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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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洪幸福因遗失广东湛化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

会募股证两张 （发行公司均为广东湛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发日期均为 1993 年 5月， 股东均为洪幸福、 其中证号为 023-
000229、票号为 0069746 的募股证金额为 3000 元，证号为 023-
000229-93、票号为 0069746 的募股证金额为 300 元），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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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募股证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募股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
据号码为 3130005126727555，票面金额为 480000元，出票人为江
西五洲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神威药业（海南）有限公司，持
票人为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票据支付行为南昌银行丰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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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公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汉江工具厂销售总公司太原销售处将招商银行包头

分行签发的一张银行商业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为 30800053/
92703178，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元整，收款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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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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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勤达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050005321206139，票面金额为壹拾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11 日，到期日 2013 年 4 月 11
日，出票人为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榆次
油研液压有限公司，付款行民生太分学府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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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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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亿兴泰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因遗

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为 3050005322582821，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出票人孝义市龙晖洗煤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山西金晖万峰煤矿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民生大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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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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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勤达化工有限公司因被盗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杭州分行余杭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 该票据记载 ： 票号
31000051/20495140，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浙江华隆丝绸
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森纤纺织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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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中维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因被盗浙江杭州余杭农

村合作银行良渚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 现依法予以公告 。 该票据记载 ： 票号
40200051/21437716， 票面金额 30000元， 出票人杭州宝山电光
源有限公司， 收款人益阳市开元电子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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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新江淮投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杭州余杭农

村合作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 ， 现依法予以公告 。 该票据记载 ： 票号 40200051/
21435923，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联升行旅行用品有
限公司，收款人吴江翔兴纺织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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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富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杭州银行余

杭良渚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 ， 现依法予以公告 。 该票据记载 ： 票号 31300051/
27050100，票面金额 22285 元，出票人杭州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恒发金属家具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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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因灭失交通银行杭州

余杭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30100051/21532619，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威龙农化有限公司，收款人杭

州宇龙化工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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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高建雄：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国栋与被执行人陈春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深南法执
字第 3478号通知书。 该通知书的内容为：经查，根据深圳市公安
局出具的有关信息显示，你与被执行人陈春霞系夫妻关系。本院
据此于 2013 年 1 月依法在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提取了你
因大冲阮屋村 70 号房产旧改而在该公司可得的补偿收入共计
人民币 195890. 00元。如你对此有异议，应于本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处理
上述款项，以清偿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王丽娟、长春市裕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申请执行人吉
林省良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及李莉萍反担保纠纷一案，
因你们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执行，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履行还款义务， 逾期本院将对李
莉萍所有的坐落于汽车产业开发区兴顺路以东、大孤榆树屯以
南天邦雅居小区，丘地号：4-103/5-3-34，第 A、B、C、D 幢 1 单
元 102、103、104、105、106五套房屋评估、 拍卖你届时可到本院
领取评估拍卖裁定书、评估报告、有权选择评估机构，如对评估
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评估报告或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
出，逾期视为对初稿认可并依法进入拍卖程序，在拍卖程序中
你有权参加拍卖会，在拍卖过程中我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
标的物有相应的幅度降价。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松原市家成锌业有限公司、穆铁良、吴薇薇：吉林省信用担

保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纠纷执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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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
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委托相关部门对你所有的坐

落于松原市江北雅达虹园区吉房权证松字第 SB041846 号，面
积：164.59 平方米；吉房权证松字第 SB041847 号，面积：121.16
平方米；吉房权证松字第 SB041848 号，面积：104.40 平方米；吉
房权证松字第 SB041849 号，面积：441.00 平方米；共计四套房
产进行评估、拍卖。 现公告你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参加机选评估拍卖机构及领取报告和执行裁定书，如有异议
可在十日内对评估初稿提出书面意见，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并
依法进行拍卖程序，在拍卖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
应幅度的降价。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刊。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上海南龙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青岛御水基础

建设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已作出
（2011）青执字第 27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公司所有已被
本院冻结的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证券帐户号为 B881238901），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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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金照：申请执行人郑砚双与被申请执行人唐金照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立案，在执行过程中，因
你下落不明无明确住址，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高
执字第 134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通知书裁明：责令你自本通知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
高民初字第 33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1、 清偿本金 90 万
元 ， 利息 9000.00 元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41683.50 元（截至 2013 年 3 月 26 日）；（2）案件受理费 12890.00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延迟履行期
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高青县人民法院

安徽伟荣佳商贸有限公司、郭伟伟：本院受理吉龙江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吉龙江申请执行（2012）韩民初字第
01031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韩执调字第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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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韩城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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