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3年4月2日 星期二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田 浩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25 稿件传真（０１０）67550782 电子信箱押anjian＠ｒｍｆｙｂ．ｃn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的专项请示作出《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
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以下称《批复》），记者
就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批复》 有利于统一法律
适用， 解决目前违法建筑强制拆除领域的法律理
解分歧和困扰人民法院的诸多现实难题， 准确贯
彻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规定精神，体现司法改
革中的“裁执分离”原则，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保障
被执行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该负责人强调， 拆除违法的建筑物 、 构筑
物、 设施等 （以下称拆违） 的行为事关推进城镇
一体化建设中的社会稳定、 老百姓切身权益保障
和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批复》 回应了社会
的普遍关切， 对明确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权
责， 规范和推进社会管理， 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
具有重要影响。 各级法院在审理因拆违活动引发
的行政诉讼案件时， 要加大司法审查力度， 依法
监督和规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定和谐。

《批复》 出台背景

记者： 请问，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批复》 的
背景是什么？

负责人： 《批复》 是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给我院的正式请示作出的， 所请示问题在全国
法院具有普遍性。 近年来， 不少地方法院反映城
乡规划法、 行政强制法施行后， 对于拆违如何适
用法律， 特别是如何确定拆违主体， 一些地方在
理解上存在分歧。 这部分案件不仅数量多， 处理
难度也大， 个别基层法院甚至积压了上千件涉及
拆违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不少法院在案件受
理、 执行方面还承受着来自地方的某些压力， 需
要我院及时作出统一规范和要求。

从目前法律规定看，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
规定了“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
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
自行拆除。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
法强制拆除”。 所谓“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
等”，涉及城乡建设、土地管理、环境保护、水资源
管理、交通管理、广告管理、民政管理等多个领域，
就强制拆除而言， 有的法律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强
制执行（如城乡规划法、水法等），有的规定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如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
发生案件较多的集中在城乡建设规划领域的违法

建设和土地管理领域的非法占地行为的强制执

行。特别是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规
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对违反乡村规划的违法建筑有

权强制拆除，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当事人逾期不拆除

的违法建筑，有权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对于城乡建设规划领域的拆违主体， 特别是

当事人不申请复议、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限期拆
除行政决定的， 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
认为既可以由行政机关强制拆除， 也可以启动非
诉行政执行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另一种
认为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受理相关非诉行政执行案

件。 上述观点在一些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存在争
议， 这也是地方法院迫切要求厘清的法律适用具
体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向我院报送了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 构筑物、 设施等的
强制拆除问题的请示》， 我们先后在北京、 浙江、
湖南等地法院进行了调研， 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 国务院法制办发函征询意见。 2013 年 3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72 次会议
讨论通过了 《批复》。

司法批复是司法解释的一种表现形式， 具有
法律效力， 是司法文书可以援引的依据。

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记者： 从 《批复》 内容看， 什么是 “非诉行
政执行申请”？ 强调 “非诉” 的意义是什么？

负责人： 所谓 “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是指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又不履行行政决定， 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
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 其直接依据来自于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申请主体是行
政机关， 申请执行的依据是其作出的生效的行政决
定。 从 《批复》 表述的准确性而言， 重在强调人民
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提出的有关限期拆除决定等的

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强调 “非诉” 的意义， 首先在于严格区分是

否属于诉讼中的强制执行。 在诉讼案件中， 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
判决书、 行政裁定书、 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
偿调解书， 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即
属于诉讼中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情形。
至于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

“先予执行” 被诉行政行为的， 原则上不得准许。
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是“非诉”。

其次在于严格区分行政机关有无行政强制执

行权。 只有无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
向法院提出非诉行政执行申请。而行政强制法、城
乡规划法已经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

关部门强制拆除。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对行
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
强制拆除”存在两种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是完全授
权，即只要是“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
制拆除的”，行政机关都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另一种
意见认为是特定授权， 即只有其他法律明确规定行
政机关的强制拆除权时，才可“依法”强制拆除。该条
专门针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问
题，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孤立地看，可能存在上述争
议，但如果结合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以及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有关 “行政机关依法作
出行政决定后， 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
履行义务的， 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
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的规定，则不会产生理解歧义。

同时，所依之“法”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有关“行
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的规定，应当限于法律。 此
外， 有的观点主张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本身没有强制执行权， 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
提出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我们认为， 法律既然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
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就意味着“强制拆
除”要按照行政程序执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已经获得了法定授权， 启动非诉执行的司法程序
的理由不足。

“强制拆除”之理解

记者： 如何理解把握城乡规划法中有关授权
性规定？

负责人： 城乡规划法中有关强制拆除的授权
性规定集中体现于两条。 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在乡、 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 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 限
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可以拆除。” 理解该规
定的要旨在于， 乡、 镇人民政府既是作出责令停
止建设、 限期改正等行政决定的主体， 也是直接
实施强制拆除活动的主体。

该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
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 当事人
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 建设工程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

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该条规定旨在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只是作出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拆
除等行政决定的主体， 而对于直接实施强制拆除
活动的主体，须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此处的“有关部门”实践中有各
种情形，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城建部门所
属执法大队乃至少数地方公安部门参与共同组织

实施；此处的“责成”程序实践中也各有不同，有的
以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 有的就个案作出责成决
定，有的表现为内部行政程序，有的同时产生外化
效果， 有的直接以政府名义催告当事人或者作出
带有责成内容的强制执行决定，等等。 目前，对上
述问题的各种规范欠缺，操作不统一，情况较为复
杂， 影响到人民法院针对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
提起诉讼的受理和审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城乡规
划法规定的“强制拆除”在行为性质上属于典型的
行政强制执行，受行政强制法调整。

《批复》 之所以强调 “对涉及违反城乡规划
法的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 设施等的强制拆除”，
主要是因为 “违法的建筑物、 构筑物、 设施等”，
涉及城乡建设、 土地管理、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 不同法律有不同规定， 行政机关并非在所有
情形下都有强制执行权。 而城乡规划法的上述条
文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故 《批复》 重在解决城乡
建设规划领域的相关问题。

“违法强拆”之救济

记者： 行政机关如果因拆违侵害公民、 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能够提供哪些司
法保护与救济？

负责人： 概括地讲， 人民法院对拆违涉及的行
政侵权可以在三个环节发挥司法保护作用。

第一个环节， 行政机关以当事人违反城乡规划
法为由作出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改正、 限期拆除等
决定后， 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
告通常是作出上述决定的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乡、 镇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对上述决定
进行合法性审查， 对违法情形可以作出撤销上述决
定或确认违法、 要求限期重作等判决。 司法审查中
认定无证建筑、 临时建筑是否构成违法建筑时， 要
综合考虑有无非因当事人一方过错的行政因素、 历
史因素、 实际建设和使用状况等作出全面审查， 不
能简单一判了之。

第二个环节， 在限期改正、 限期拆除等决定后
作出后， 强制拆除活动进行前， 行政机关如果依照
行政强制法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当事人有权提起行
政诉讼。 拆违领域的行政强制执行存在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责成” 等程
序以及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
催告、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等程序， 相关的配套性规
定目前尚不健全， 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的标准
是， 如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自己名义作出的 “责
成” 行为直接产生外化效果 （如作出 “责成决定
书”、 “强制执行决定书” 等直接通知当事人）， 当
事人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强制执行决定是由被责成的部门作出的， 则当
事人可以该部门以及作出责成行为的县级以上政府

为共同被告。 人民法院审查重点在于判断强制执行
决定的定性及程序的合法性， 如是否符合违法建筑
构成及是否按要求经过法定的责成、催告程序等，人
民法院根据审查情况作出相应的裁判。

第三个环节， 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
拆除行为本身也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行政强制法第
八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
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强制拆除
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即使对违法建
筑物、设施、构筑物等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强制执行决
定本身合法有效，也可能存在实施主体不适格，执行
对象错误，擅自扩大执行范围，没有采取适当的动产
登记、封存、保管等措施，造成被执行人或其他人合
法财产损失， 以及违反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实施， 或者对居民生活采取停
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实施等情形，当事
人对此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 需加
说明的是， 这一环节中当事人原则上只能针对行政
强制执行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一
般不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通常，直
接实施的行政机关或者以自身名义委托他人实施的

行政机关是被告， 人民法院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
作出确认违法判决或者行政赔偿判决等。

人民法院应当在上述三个环节切实加大司法审

查力度， 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 在城乡建设规划
领域起到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司法
保护作用。 最后强调的是， 作出 《批复》 是为了释
明法律规定的本身涵义， 要避免实践中一些认为法
院意在单纯减轻受案压力， 甚至推卸司法职责的误
解。 《批复》 的出台， 更加有利于规范行政强制执
行行为， 明确司法监督、 救济环节与职责， 切实体
现司法监督的过程性、 事后性和中立性。 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要坚决排除各种不当干预， 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 公正审理相关行政诉讼案件， 及时清
理已受理的相关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 同时， 认真总结在相关案件审理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 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 及时逐
级向上级人民法院反映。

厘清权属界限 规范拆违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徐法官，自从和儿媳对簿公堂后，我以为
这辈子和她的缘分尽了， 没想到在您的劝导和
撮合下，我们还能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看着儿
媳拉着两个孙子的手，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心中的冰块顿时融化！ ”3 月 27 日，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法官徐剑峰意外

接到一位安徽籍老船工刘会堂打来的感谢电

话。再次听到老人的声音，徐法官的思绪不禁回
到了他刚刚办结的一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

年近七旬的刘会堂夫妇原是安徽霍邱航运

公司职工。退休后，闲不住的刘会堂和儿子小刘
一起购买了几条采砂船和货船用于挖沙、 跑运
输。 因为刘会堂对航运之道熟门熟路，几年后，
刘会堂老两口就在南通购买了商品房， 小刘也
买房成了家。

就在刘会堂安享晚年儿孙绕膝地幸福生活

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粉碎了这一切。
2012 年 7 月 20 日， 小刘在长江金口海口闸水
域随船采砂查看砂质时， 不幸被正在施工作业
的一台浮吊砸伤，虽经医院全力抢救，年仅 36
岁的小刘还是不幸离世。

在料理儿子后事的过程中， 刘会堂和肇事
方多次协商， 最终达成了由肇事方一次性赔偿
68 万元的赔偿协议，肇事方也如期履行了全部
赔偿义务。 刘会堂按照家乡的传统风俗， 花了
48000 元在老家的公墓替儿子买了一块墓地，
择日让儿子骨灰下葬，入土为安。

就在刘会堂每天强忍内心痛苦， 变着法子
逗老伴开心， 两人渐渐就要从这段痛苦中走出
的紧要关口，意外地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传票。刘
会堂拆开一看，差点气晕了过去。

原来， 前段时间儿媳曾委婉地向刘会堂老
两口提出目前她没有工作， 两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每天都需要花钱， 购买的商品房还要每月还
贷， 能否将 68 万元赔偿金分一部分给他们，以
方便孩子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但他们觉得儿子
尸骨未寒，儿媳就提出这个要求太伤人心了，而
且儿媳还年轻，怕她拿了钱后再改嫁，到时连孙
子的影子都见不到了，为此他们经常吵闹不断。
现在儿媳竟然将他们俩告上法庭， 要求对儿子
的死亡赔偿金予以分割。

对此，刘会堂非常生气，认为儿媳肯定是存
有二心了，才会这么急于分钱，于是在法院调解
的当天，他约了十几个亲戚到法庭吵闹，并对儿
媳进行谩骂、指责。该案承办法官徐剑峰耐心地
向刘会堂释明法律，但他根本听不进，第一次的
调解就这样不欢而散。

十天后，徐法官又组织了第二次调解。这次虽
然刘会堂觉得徐法官说的都在理， 但他觉得不能
这样轻易便宜了儿媳， 于是刘会堂提出为处理儿
子的后事已花费了 15万多元，应当先扣除这部分
费用再予以分配。 但儿媳认为办丧事仅花费了 7
万多元，拒不让步。 第二次调解就此终止。

虽然刘会堂夫妇和儿媳闹翻了脸， 但是他也
认为儿子和儿媳婚后感情很好，儿媳温良贤惠，若
不是害怕再失去两个孙儿， 他们也实在不愿意这
样做。所以从内心深处，刘会堂还是希望法官能和
解此案。 就在此时，他再次接到了开庭的通知。

原来，考虑到本案原、被告的特殊关系，徐
法官决定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考虑到双方
矛盾较深，徐法官安排了开庭，双方的律师都被
通知到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徐法官根据公
序良俗原则和保护老人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对
案件进行了详细的庭审小结。

庭后，徐法官又精确地计算了老人、孩子的
抚养年限，提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建议双方以
和为贵，接受法庭的调解。经过徐法官耐心细致
的析法说理， 双方都被法官的敬业精神和真情
实意所感动，最终达成了由刘会堂给付儿媳 37
万元补偿款的调解协议。打完官司，刘会堂老两
口此刻最想念的就是两个孙子。 3 月 22 日，儿
媳特地带着两个儿子登门看望，“爸、妈，以后我
一定会努力将两个伢儿培养成人， 不管将来在
哪里，他们永远是刘家的后代，你们任何时候都
可以见孩子。 ”

天平融化坚冰
顾建兵 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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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天津市皓宇商贸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 31400051 20934813，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日
期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 2013 年 3 月 27 日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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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示催告期间使用、
转让上述支票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远辉因遗失广东湛化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募

股证（发行公司：广东湛化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发日期：1993
年 5月，股东：杨远辉，证号：023-000188，票号：000345，金额：4000
元）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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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洛阳市西工区盛旺物资商行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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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0053/25392358、金额 5万元，出票人为栾川龙宇钼业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洛阳浩帅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出票日期 2012年 8月 20日，到期日期 2013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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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1
26556870、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市长城房屋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月 11日、收款人为华升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7月 11日、持票人为申
请人、付款行为平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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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雅安市天彪冶金有限公司因丢失号码为 31300051/
26525960、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票面金额为 203000
元、出票人为开封畅丰车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瑞安市大中标
准件厂、出票行为开封市商业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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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百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关东工业园支行开具的银行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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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10200042 20176634，票面金额为 36000元，出票人为武汉百富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关东
工业园支行， 收款人为国能上蔡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年 7月 19日，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壹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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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博闻生化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票号：
31300051/21016251，金额：三十万元，出票行：湖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陆支行，出票人安陆市坤兴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湖
北全通诚达建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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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以上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以上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安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万载县岭东万安烟花材料厂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壹

张（汇票号：3130005124899670、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人：广
丰县霞峰花炮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广丰县五昌花炮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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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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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万载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门峡华意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票号 31400051/22491248， 票面金额 50000 元， 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5 月 1 日，出票人张家
港市大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恒新建筑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付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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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长治市潞安支行营业部：申请人长治
市正鸿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10300042/20170596，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贰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 2012 年 9 月 29 日，申请人为长治市正鸿泰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汇票
一份丢失，已向我院申请公示催告，我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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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申请人长治市

郊区漳村老苏装卸队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31000051/
21657694，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出票人为山西
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潞安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丢失，已向我院申请公示
催告，我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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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申请人长治市
郊区漳村老苏装卸队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31000051/
21657700，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出票人为山西
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潞安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丢失，已向我院申请公示
催告，我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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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襄汾县裕茂洗煤厂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被

盗，票号为 104000052/24015852，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付款
人新绛县中信焦化厂，收款人襄汾县裕茂洗煤厂，出票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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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受理了申请人三河市金旺物流
仓储有限公司因遗失的票号为 1050005220142482 号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 30000 元人民币、付款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平县庄里支行，出票人为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庄里分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 到期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第
一背书人为“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庄里分公司”、第二背
书人为“河北首钢燕郊机械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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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富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鑫金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该票据记载开户
银行为乌鲁木齐市信用联社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用社； 账号为
802030112010100838370；票号为 40200052 20877133；出票人
为新疆鑫金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集瑞联合卡车营销
服务有限公司；金额为 10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4
日；到期日期为 2013年 9月 4日。 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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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易脉特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30200053 21103943，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行中信银行绍兴
上虞支行，出票人浙江晨辉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乐盈纸业有
限公司，出票日 2013年 1月 16日，到期日 2013年 7月 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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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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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8000 万
元减至 5457.2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蔡萍
联系电话：0421-6841818

凌源九凤热电有限公司

二 0 一三年四月二日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
筑物、 构筑物、 设施等强制拆除问
题的批复》 已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72 次会议通过 ， 现予公布 ， 自
2013 年 4 月 3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3 月 27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
（2013年 3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72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3〕 5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精神 ，

对涉及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 设
施等的强制拆除， 法律已经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权， 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提出的非诉行政执行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