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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道交案件
有“四难”

不论是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还
是交通肇事案， 审理中都存在不少难
点。 据初步统计， 2013 年 1 月至 4
月，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共
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85
件， 同比上升 25.8%； 受理交通肇事
罪案件 12件， 已达去年审理总数的
1/3。 该院多措并举， 着力化解道交
纠纷。

化解 “送达难”。 道交案件大多
涉案人数众多， 法院送达时极易遇到
当事人长期不在家、 父母家人拒收、
地址不详等问题。

对此， 惠山法院积极指导当事人
详细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同时， 根
据案件实际情况， 因案制宜选择直接
送达、 留置送达、 公告送达等不同的
送达方式， 若遇到受送达人拒收法律
文书的， 加强法律释明工作， 消除抵
触情绪， 尽可能提高案件的送达成功
率。

化解 “审理难”。 道交案件大多
涉及财产保全、 伤残鉴定、 多被告主
体送达等情况， 一些事故由于调查不
细致或者缺少监控录像等证据， 不仅
使案情错综复杂， 也增加了案件的审
理难度。

对此， 惠山法院积极推行 “专业
化” 审判模式， 在区交巡警大队设立
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 抽调审判经
验丰富、 调解能力较强的法官组成专
门合议庭， 确保道交纠纷审理的质量
与效率。

同时， 惠山法院切实加强与交警
部门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 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 就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
情况、 新规则、 新问题进行研究， 查
找问题不足， 统一执法尺度。

化解 “调解难”。 道交案件的一
些原告不能正确评估双方的过错程

度， 仅凭个人意愿 “漫天要价”， 加
上保险公司参与调解的积极性不高，
被告方赔偿能力较弱等因素， 案件调
解的难度陡增。

针对此情况， 惠山法院建立健全
与交警部门、 保险公司等多方配合的
联合调解网络， 使得受害人能在合理
的范围得到最大的赔偿， 努力促使案
件得以妥善化解。

化解 “执行难”。 道交案件一旦
进入执行程序， 被申请执行人往往履
行能力差， 不少案件的被申请执行人
是外来务工人员， 流动性较大， 难以
查找其行踪和具体下落， 使得案件执
行困难重重。

为应对此局面， 惠山法院切实加
大执行力度， 拓宽调查渠道， 尽可能
地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 最大限度兑
现胜诉当事人权益； 同时做好确有经
济困难的申请人执行费的缓、 免、 减
等工作， 并适时启动执行司法救助基
金， 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赵正辉 华灵芾新闻纵深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近期，杭州、北京等多地开始对随大流过马路行为进行整治。
在我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超10万人，除了随大流过马路，超速、超载、无证驾驶等诸多乱象也在马路上制造
着人间悲剧。 触目惊心的道交悲剧折射出的是车祸之殇，还是人祸之痛？

强化路权 治理路殇观察 思考

□ 郑云瑞

生产假伟哥
3 人被判刑

反馈 追踪

□ 朱利明

车祸之殇，还是人祸之痛？
安徽男子甘海春伙同阮林文、

潘未东二人， 与他人合伙购买了各
类生产设备， 在两省三地共生产假
伟哥1600万粒， 案值过亿元 （《法
周刊 》 1月 28日以 《 1600万粒假
“伟哥” 的暴利诱惑》 为题进行了
报道）。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于5
月7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３
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其中甘海春并
处罚金150万元， 阮林文并处罚金
160万元 ， 潘未东并处罚金 160万
元， 并追缴其违法所得。

法庭审理查明， 在2010年底至
2012年4月期间， 甘海春和阮林文、
潘未东等人， 在天台县白鹤镇租用
了一厂房 ， 生产假伟哥1000余万
粒， 销售金额达249.7万元。

2012年5月至7月， 阮林文伙同
潘未东等人租用了浙江省三门县亭

旁镇的茶厂， 雇佣了3人生产假伟
哥， 然后销售到广州， 销售金额达
18万余元。 去年7月24日晚上被公
安机关当场查获时还有23.9万粒假
伟哥未销售。

2012年6月， 甘海春伙同他人
在江西省上饶市租来厂房， 准备生
产假伟哥， 因部分生产设备未到位
而没有正式生产， 就被公安机关查
获。

在1月21日的庭审中， 检察机
关认为甘海春、 潘未东、 阮林文已
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三被
告人的辩护人则就案件的定性问题

展开了辩论， 认为构成生产、 销售
假药罪， 而不是构成生产、 销售伪
劣产品罪。

在最后陈述阶段， 甘海春表示
非常后悔， 认为自己应当而且愿意
接受法律制裁。 阮林文表示自己法
律意识淡薄， 请法庭酌情处罚。 潘
未东则表示认罪也悔罪。 但潘未东
及其辩护人认为甘海春与买家之间

的银行账户与潘未东没有必然的关

联， 在天台县生产期间的销售金额
应该只认定人民币14万余元。

法庭合议后认为， 上述证据均
由侦查机关经法定程序取得， 其来
源合法 、 形式合法 ， 内容客观真
实， 并经庭审质证， 能互相印证，
具有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对
其证明效力， 法庭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潘未东与甘海春、
阮林文等人系共同犯罪， 现有证据
已证实汇入甘海春、 潘未东银行账
户里的款项共计人民币249.7万元，
系他们在天台县生产销售假伟哥所

得， 故被告人潘未东对此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法庭对其辩解不予
采纳。

关于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

本案应定生产、 销售假药罪。 法院
认为， 三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 销
售假药罪两个罪名， 应择一重罪处
罚， 故对三被告人应以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据此 ，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野蛮小面的

“惊魂倒车瞬间”
“我刚倒车倒了 2、 3 米左右， 就

听见后面传来 ‘砰’ 的撞人声”， 法
庭上， 35 岁的外来包工头张某回忆
起事故的经过 ， 用了这样一句话 ，
“前后不过几秒钟”。

2012年 8月的一天， 张某开着小
面包车去接工人，在行至江苏省无锡市
惠山区某路口时，为把车辆停至路口外
非机动车道内，张某开始倒车。 可他既
没有观察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情况，也没
有注意看中置倒车镜和右侧后视镜，仅
仅瞥了一眼左侧后视镜，觉得没什么问
题就挂上了倒车挡。 仅开了两三米，就
撞上了一名老人。 最终，老人因外伤性
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张某被认定对
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如果倒车时小心点就好了 ！”
张某的眼中满是懊悔。

“违章驾驶、 野蛮驾驶是道路交
通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 惠山法院
民一庭庭长沈强指出。

近年来， 农村地区机动车日益增
多，一些摩托车、小面的或电动三轮车
的驾驶员，有的未经正规培训，只是跟
随他人学习一些简单驾驶技巧后就上

路行驶；有的自以为经验老到，不顾路
况，车速极快，胡闯乱撞，超车、抢道、
占道、猛拐等情形屡屡发生，给他人和
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还有一些车主贪图便宜购买 “三
无” 车、 二手车甚至报废车， 这些车
辆性能较差， 给道路安全埋下巨大隐
患。

“抢红灯”VS“闯马路”
受害人亦是责任人

85 后小伙小刚几年前大专毕业

后在无锡找了份工作， 每天他都骑着
电动车从租住地赶往地处惠山区前洲

街道的公司上班。
去年 3 月的一天， 天空飘起了小

雨， 下班后的小刚骑着电动车急急忙
忙往家赶。 眼看要经过一个红绿灯间
隔时间较长的十字路口， 为了在变红
灯之前通过， 小刚加快了行驶速度，
却与一个跑着小碎步横穿马路的老太

太正面相撞。
事后发现 ， 因使用较久 ， 小刚

电动车的前刹车效能已经变差 ， 即
便刹车 ， 也难以及时控制车速 。 虽
然事发时小刚的车速并不快 ， 但由
于是正面撞击 ， 老太太还是因伤势

过重去世了。
在这起事故中， 小刚疏于观察路面

情况， 又驾驶了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
应负主要责任， 但被害人 “闯红灯” 亦
存在过错。

惠山法院民一庭法官周小娇主审道

交案件多年， 她告诉笔者， 车辆与行人
相撞发生的道交纠纷， 开车人负全部责
任的仅占四成左右， 行人一方存在过错
的情况普遍存在。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自身行动比较
迟缓， 反应能力较差， 却还频频违反交
通规则， 闯红灯、 横穿马路， 甚至在机
动车道内行走， 这些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的行为亦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岔路突现

监控死角成事故高发地

刚考取驾照的李先生买了一辆小轿

车， 跟许多新晋 “有车族” 一样， 空闲
之余喜欢开着新车到处兜风。 作为一名
新手， 李先生开车比较谨慎， 不仅严格
遵守交通规则， 开车时更是时刻关注路
况， 生怕发生交通事故。

2012 年 4 月的一天 ， 晚饭后李先
生开着爱车驶上了一条新修的马路。 新
路很是宽敞， 路中间的绿化带已种上了
不少高大的树木， 一眼望去影影绰绰。

正当李先生听着小曲时， 前方的道
路突然多出一条岔道， 一辆电瓶车陡然
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身为 “菜鸟” 的李
先生顿时有点懵， 一个闪神， 跟电瓶车
来了个 “亲密接触”。

“我当时没违反交通规则， 对方车
速也不快， 可那岔道太突兀了， 加上旁
边的绿化带里种的树遮挡了我的视线。
后来才知道， 那岔路由于造得隐蔽， 一
直以来都是事故高发地。”

由于发生事故的路上未装有监控，
交警部门无法对该起事故作出认定 ，
双方只能诉至法院 。 最终 ， 在法官的
耐心调解下 ， 李先生和对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 近年来农村
地区的道路建设得到明显改善， 但相关
配套设施和管理并未到位， 不少道路还
存在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不清楚、 人行
道与非机动车道混同等问题。

还有一些道路设计不合理 ， 如在
绿化带种植过密的高大树木遮挡了驾

驶员的视线 ， 还有一些不该设有岔路
的区域设有岔路 。 “这些问题不仅导
致了道交事故的高发 ， 更使事实难以
查清 ， 事后责任认定难度加大 ， 而当
事人往往各执一词 ， 矛盾难以化解 。”
周小娇介绍道。

有资料表明， 当前主要有五类违法
行为导致车祸发生，这就是非机动车、行
人违法； 涉牌违法； 酒驾违法；“黑车”、
“摩的”、占路摊商等扰乱秩序违法；道路
遗撒及私掘占路违法。 这些违法行为侵
害了合法的路权，扰乱了道路秩序。

无论治理何种道路违法行为， 强化
人们对法律的尊重， 正确行使路权才是
最有效的办法。路权是法律赋予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对道路使用的基本权

利，也是道路规则的灵魂。当前大量车祸
的发生，与路权意识不强、路权细则不明
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理说，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
有相应的路权， 任何一方都不能侵犯他
方的交通空间。 但在道路资源有限的背

景下，各方相互争夺、吞噬他方“路权”的
情况比比皆是。

行人不看红绿灯，不走斑马线；机动
车经常在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上横冲直
撞；一些司机不遵守交通法规，做出闯红
灯的疯狂举动。由此造成的种种乱象，不
仅损害了他人的权益， 而且造成巨大的
安全隐患。

国人规则意识的淡薄非一日铸成，
也非一朝可解。 路权是人人应享有的一
种权利，要平衡各方权益，实现道路资源
共享，进而达到共赢目的。

在交通设施完备的前提下，行人、非
机动车、 机动车本应各行其道、 遵章守
纪，才能改善交通秩序，减少事故隐患，
实现道路安全畅通， 这才符合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要求。

芸芸众生，息息相通。每个人都是社
会的一分子， 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对社

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不同的是，有的
人以自身的文明言行， 最大程度地传递
着“正能量”，而有的人，则在茫茫人海中
随波逐流，甚至还产生令人生厌的“负能
量”。

道路的问题，不只是有车一族的事。
行人抱怨司机横冲直撞， 甚至把斑马线
变成了死亡线。司机也是怨声载道，说行
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无视红绿灯，随意行
走。交通管理部门也有一肚子苦水，压力
重重。

对于行人来说，是该多些自觉自律。
过马路时无视红绿灯， 只会给自己增加
风险。让行人自律，既要管理，亦要教育。
我国不少城市下过大力气整顿行人过马

路的行为，诸如罚款，或者让违规者当交
通协管员， 直到发现下一个违规者接替
等。这在一段时期是有效的，但没过多久
又回到老路上来了。文明过马路，要注重

习惯的养成，大手拉小手，要大人做给孩
子们看，更要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多一些
较真的精神。

对司机来说，驾车行驶在路上，当然
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毫无疑问地该对
行人多一些避让。唯有多些规则意识，多
些对生命的敬畏， 我们的道路才会更畅
通些，更安全些。“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而应是开车的行
为守则。

对行政管理部门来说， 一系列严管
措施的出台， 可以看出是在想办法努力
使我们的道路交通更有秩序更加通畅。
但对人们的行为习惯， 既要用法律法规
加以约束，又要辅以道德教化，还要有一
些及时必要的警示。 不能让每一个人都
在犯一次大错之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性。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的现象比比皆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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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合桩基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市杨浦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你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一案，申请执行人
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杨人社监

（2012）理字第 00033 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经审查，上海市杨浦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你公司补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39594.70元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有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3)杨非执字第 13号行政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杨浦区至真汽配经营部： 本院受理上海市杨浦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你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一案，申请执行人
上海市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杨人社监（2011）
理字第 0025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经审查，申请执行人上海市杨
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有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3)杨非执字第 14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马仁君、张向书：本院执行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荣昌支行申请执行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
公告送达本院（2012）荣法执快字第 00478号执行通知书、（2012）
荣法执快字第 00478-1号执行裁定书。并至我院执行局领取选择
评估机构、勘验现场、评估报告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逾期视为你二人放弃评估拍卖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本案将继续推进评估拍卖程序。 [重庆]荣昌县人民法院

朱玲（身份证号码 513022197212186349）：本院受理李照
养申请执行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
封了你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口崇德雍翠华府御松阁

31D 房产， 并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及室内动产进行了评
估，其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88510元。 因你下落不明，现特向你
公告送达深国房评字第 03025201304000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书。 如你对该评估报告书有异议，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视为放弃，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产

以清偿你拖欠的债务。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卢晓红（曾用名卢小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西提申请

执行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衡桃执
字第 166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2012）衡桃
民二初字第 6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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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张印荣：本院受理孙鹏涛申请执行本院（2012）清民二初字第
102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清执字第 2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清河县人民法院

清河县恒祥绒毛有限责任公司、顾福刚：本院执行局移送
我室拍卖顾福刚名下房地产一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
委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清法司字第 1 号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5 日上午十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11 房间选择拍卖机构，逾期视为
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 [河北]清河县人民法院

严树坚、陈挺慧、无锡市尚如惠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申请执行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严树坚、陈挺慧、无锡市
尚如惠旭商贸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恢复执行一案。 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向你公告送达湘求是价评报字（2013）第 01
号价格评估报告书，由于你们在规定期限内没有申请重新评估，
又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将依法对已评估
的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岳执恢字第
269—2、269—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同时通知你在本公告期满后第一个星
期一（如遇节假日顺延）上午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512办公室
通过摇珠方式抽取拍卖机构。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常德中邮华庭置业有限公司、段建新：本院受理常德群盛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常德中邮华庭置业有限公司、段建新（2012）
常鼎民初字第 171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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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海南兴洋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1999）津执字第 232
号申请执行人深圳市瑞仁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培

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担保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在你公司享
有到期债权 9830000 元，本院已对你公司在海南省儋州市人民
政府享有的价值 1583501 元的换地进行了处理，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1）津执字第 200-28-1 号 、（1999）津执字第 232-
17-1 号、（1999） 津执字第 232-17-1-2 号、（1999） 津执字第
232-17-1-3 号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

姜礼胜、广州市昂得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们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未履行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
制作的(2007）湖民二初字第 9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
人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经本院审查后，依法立案受
理。现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领取(2010）抚中执字第
35-2、3、4号执行裁定书，恢复执行通知书和选择评估、拍卖机构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德芳、兰成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集安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集法执字第 183 号立案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限期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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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给付申请人借款 160，000.00 元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
3500元。 公告费 860元，执行费 2300元。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并于公告期满 10 日内到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辅助
办公室抽取评估机构。 [吉林]集安市人民法院

沈阳金龙船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院依法受理申请执行人

刘佩洁（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和平支行）与被执行人沈阳金龙
船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借款纠纷（2000）沈法执字第 904号执行一
案。 因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生效的（2000）沈经初字第
40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给付义务， 本院拟依法评估你公司所
有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六经街 6甲 2号的房产。证号：沈房字
第 01383号，卷号：和平 140，面积 1187153平方米。 限定你公司
于 2013年 7月 24日 9时派人员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
鉴定委托大厅，参加摇号随机选定评估机构。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倪大勇：本院受理王信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辽河基执字第 73号执
行通知书，限你于本公告期满后 7日内履行（2012）辽河基民二初
字第 2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给付案款 280000元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 5500元，公告费 560元，执行费 4190.90元。 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辽河人民法院

王彦飞、郝凌云、王小飞、郝小军、许云林：本院受理申请人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万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2013）鄂中
法执字第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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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玉柱、李淑巧、张娜、闫怀珍（又名闫寒）、马广平、杨根
祥、李金霞、鲁弘卫：本院受理申请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正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2013）鄂中法执字第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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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永飞、王瑞、代方阁、杨金梅、郭宝瑞、杨小平、郝有娥：本院受
理申请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

（2013）鄂中法执字第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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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同市城区凯凌时尚大悦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新平
与你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限
你从公告届满之日起，7 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自
觉履行（2012）城民初字第 155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郭建生（又名郭三儿）、薛林英：本院受理原告任世梅申请执行
（2012）石民初字第 170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 石执字第 29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石楼县人民法院

王雨远：本院受理徐德云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柳城杨柳西路中段 66
号西岸 7栋 3单元 2层 1号的住宅房屋一套， 建筑面积 95.73平方
米进行了评估，现作价为 597800元。 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未
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得款
用于清偿你所欠债务。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何春林：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申
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你所有的位
于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五星村一、 二社香熙丽都 4 栋 2 单元 3
层 4号房屋的评估报告。 该房屋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恒通（房地
产、土地、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评估价为市
场价值 72.49万元，变现价值 281513.9元，已作出评估报告。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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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
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屋公开拍卖。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选调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2名法官 （对象为
使用政法专项编制的优秀法官）， 要求 30周岁以下。 报名时间
2013年 5月 20日至 6月 10日， 采取现场报名或邮件网上报名
（电子邮箱 yuhuafayuanzgs@163.com）方式。具体选调要求、程序等
详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网站。 咨询电话：0731-85880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