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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空手套白狼

贺志是县建设主管部门分管建筑

工程管理、 行政执法工作的副局长，
2010年前后分别认识了在南漳承揽土
建工程的福建个体建筑商人林某和亿

鑫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钱某。
2010年底 ， 亿鑫盛公司在办理

“水镜新界” 房地产项目竣工验收备
案手续时， 因2号楼违规超建、 3号楼
未办理报建手续， 建设工程质量监测
站拒绝办理验收手续 。 钱某找到贺
志 ， 请他帮忙关照 。 在贺志的关照
下， 几天后， 亿鑫盛公司顺利办理了
2、 3号楼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2012年1月12日， 贺志到亿鑫盛
公司， 要求该公司在春节前兑付拖欠
的工人工资。 谈及公司经营状况， 钱
某一脸苦相， “现在接近春节， 各方
都来要账， 资金周转困难”。 贺志提
出可以借200万元给公司周转， 但得
按7分付息， 钱某同意， 向贺志提供
了自己的银行账号。

随后， 贺志找到福建个体建筑商
人林某， 提出借200万元资金给自己
使用， 并许诺以后帮他联系工程。

林某知道贺志分管建工， 相信贺
志能为他揽到工程 ， 答应借给贺志

200万元。 2012年1月14日、 1月17日，
林某分两次向贺志提供的账号各打进

100万元。 钱某在确认收款后， 给贺
志出具了借条。

2012年7月13日， 贺志到钱某的
办公室催促还款 。 亿鑫盛公司正在
参加一个挂牌的土地开发项目竞标，
需要用钱 。 经协商后双方将借款展
期到11月底， 但需结算已使用6个月
的利息。 钱某给贺志出具了一张284
万元的借条， 约定这284万元仍按月
息7分付息。

检察机关还查明， 2010年至2012
年7月， 贺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
贿赂5笔， 共计33730元。

“200万元是借的，没约定付息”
此案开庭时， 贺志站在被告人席

上，神情略显憔悴。 法庭调查阶段，审
判长向被告人发问。

审判长：被告人，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是否属实？

被告人：属实。但我借给亿鑫盛公司
的200万元是私人之间的借贷。

法庭上， 公诉人就起诉书中指控的
事实向被告人发问。

公诉人： 你借给亿鑫盛公司的钱是
谁的？

被告人：是我向林某借的。
公诉人： 你向林某借钱是否谈到利

息？
被告人：没有，只是许诺以后为他揽

些工程项目。
公诉人： 你向林某借款时许诺给他

介绍工程，是否给他介绍工程了？
被告人： 我原打算促成钱某在襄阳

的一处工程让林某做， 但由于我被 “双
规”了，所以无法促成。

“半年就能得到84万元的利息”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借给钱某200万

元？
被告人：能为他解决一时困难，同时

主要是我能从中得到利益。借给他200万
元按照月息7分，半年我就能得到84万元
的利息。

公诉人： 你借钱给钱某时利息是如
何约定的？

被告人：钱某提出付5分息，但我提
出要按照7分付息，过了两天，钱某说同
意按照7分付息。

公诉人：你借给钱某200万元按月息
7分收取利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人：不符合，比银行利率和一般
民间借贷的利率都高出了很多。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钱某按月息7分
支付利息？

被告人：钱某的公司在开发“水镜新
界”房地产项目期间，多次与我打交道，
请我对他的工程项目给予关照和支持。
我也的确帮他解决了很多困难， 给他帮
了不少忙。 我提出按7分月息支付利息，
他没有拒绝，答应了我的要求。

公诉人：你帮过钱某些什么忙？
被告人：“水镜新界”房地产项目2号

楼违规超建、3号楼未办理报建手续，按

规定不能办理竣工验收。 经我给建设工
程质量监测站负责人打招呼后， 工程质
量监测站对2、3号楼进行了竣工验收，我
签批后竣工备案。

“本金及利息还没收回”
公诉人：被告人，你借给钱某的200

万元本金及利息收到了没有？
被告人：没有。7月中旬的一天，约定

的还款时间到了， 我到钱某的办公室找
他谈还款的事。钱某说需要用钱，借我的
钱晚一点还。钱某给我打了一张284万元
的借条，200万元是本金，84万元是利息，
并约定284万元还是按照月息7分付给我
利息，在2012年11月底还清。

公诉人： 钱某是否把84万元利息付
给你了？

被告人：没有，约定的是11月底还，8
月份我就被“双规”了。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贺志的辩护
人在法庭辩论阶段为其作了无罪辩护。

公诉人认为， 与传统的行贿人单方
向受贿人输送财产性利益不同， 在这起
案件中， 受贿人向被管理人无息借款，
再转借给另一被管理人收取高额利息

(年利息率高达84%)， 贺志作为国家工
作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为林某、 钱某公
司谋取利益或许诺谋取利益， 以收取高
额利息为手段， 其本质是权钱交易， 属
于新类型的受贿犯罪， 应当以受贿罪处
以刑罚。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庭审现场

案情回放

民商视角 □ 周启金

� � � �时间： 2012年 5月 7日
地点：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大审判庭
案由： 受贿
案情： 贺志 （化名） 是县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 2012 年 1 月从一个体建筑商人手中借款 200

万元转借给另一家建筑企业， 月息 7分， 使用 6个月时间， 收取利息 84万元。

庭审直击

家庭财产制度法律问题解析（之七）

□特约法治评论员 师安宁

第三人撤销之诉：遏制恶意诉讼再下制度“猛药”
□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蔡东芳 王俊莎

访 谈

所谓高息 借贷掩盖下的利益输送

居心叵测的官司

当下， 少数当事人试图通过打官司
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

去年， 闸北法院审理了一起父母状
告儿子要求归还房产的案件。据原告称，
该房产原是老黄租赁的老公房。 十多年
前，儿子阿琦没有经得家庭成员的同意，
冒充老黄在 《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
议书》上签字，且偷用老黄私章，将房屋

产权人写为阿琦自己。 2010年，阿琦又将
老黄骗到房产交易中心，让老黄在一张纸
上签字。后老黄到交易中心查询房产信息
才得知房产证上的名字已为阿琦。 于是，
原告要求确认老黄与阿琦之间的过户行

为无效。 此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协议：儿子把房屋产权归还父亲，并协
助父亲办理产权重新过户的相关手续。

然而， 这个看似合理的案例背后却
隐藏着阿琦要逃避债务的企图。原来，早
在2010年， 上海一家公司作为债权人在
其他法院状告阿琦， 要求归还到期债权
80余万元， 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
诉讼请求。 谁知，在执行过程中，阿琦却
玩起了让父亲状告自己取回房屋产权、
以规避房产执行的把戏， 损害了案外第
三人债权公司的权益。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 闸北法院
副院长璩富荣介绍说。 他还举出了一些
其他的案子，譬如在物权纠纷中，标的物
实际上是案外第三人的财产； 在婚姻诉
讼中，假离婚的“醉翁之意”在于逃债；在
股东诉讼中， 股东代表恶意侵害其他股
东的权益……当事人的此等虚假诉讼行
为往往难以识别， 法院判决落下的那一
刻可能也就意味着案外第三人的权益受

到了损害。
正是出于更为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合

法权益的目的， 新修订的民诉法中，“第
三人撤销之诉” 被列入该法的第56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
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但有证据证明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
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

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
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至此，“第三人撤销之诉” 作为另一
种救济途径，与原先的执行异议制度、案
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并驾齐驱， 为保障案
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再下了一味制度

“猛药”。

无辜的案外“第三人”
闸北法院还曾审理过一起朱女士和

王先生的离婚纠纷。后经调解，双方达成
共有房屋产权由朱女士享有三分之二份

额、 王先生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离婚协
议。然而，房屋的产权共有实际上还包括
王先生的母亲， 两人析产的离婚协议显
然损害了她的合法权益。

王先生的母亲后来通过再审程序保

住了自己的财产， 这种情况按照新民诉
法就可以通过直接提起 “第三人撤销之
诉”进行维权。

然而， 相关法条规定还较为原则。
“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与审判监
督程序具有较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法律价

值和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
和运用这一新制度、 如何具体进行程序
适用和程序衔接亟待研究解决。”闸北法
院院长钱锡青坦言。

就如何进一步加深对该制度立法精

神的理解和法条的准确适用， 上海市法
学会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张海棠认为，“一
方面，适用与理解要和立法目的相契合；
另一方面， 注意平衡生效裁判的稳定性
与第三人权益保障的关系。 ”

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
非常重要， 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谢文哲首先给出了观点： 此项
制度诞生背景， 是原有的第三人权益保
护制度供给不足、保护不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明生进

一步阐述说，“第三人撤销之诉” 的性质
属于形成之诉， 不能含有新的给付或确
认内容；属于独立之诉，特点在于不以案
外人提出异议或申请再审作为前置程

序，不同于附着之诉；属于独立于再审程
序的非常救济程序。

“这一制度相较于其他救济途径而
言，对案外人保护的力度可能更强；当事人
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相较案外人申

请再审制度而言，更有主动权；但在给予第
三人更宽松、主动的救济途径时，还要防止
滥诉。 ”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长俞秋玮指出。

权利救济重在“做实”
案外第三人要撤销的是法院已经生

效的判决、裁定等。实践中如何进行立案
审查、 案件审理， 以及与案外人申请再
审、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竞合时怎样处理，
这些都是新修订的民诉法实施后摆在法

院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于立案审查， 上海市尔立律师事

务所主任施克强认为，只要有证据，即应
立案。 至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
性则应放在审理过程中去确定。

对此， 法院方面则持更加谨慎的态
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
长张铮建议， 立案审查的内容以实质要
件的把握为重点， 目标是过滤相当数量
的不适格的起诉； 任务是审查当事人的
起诉是否符合一般的起诉条件； 立案程
序设置上参照再审程序。

“案件审理的定位也应当是一种特
殊的再审之诉”，上海高院审监庭副庭长
蒋浩认为， 此类案件的审理也可参照再
审程序。

而据记者了解，前不久，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首起 “第三人
撤销之诉”案件，该案因股权纠纷引起，
相关审理工作已着手进行。

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中， 针对虚假诉
讼转移财产、虚构债务等情况，案外人可
以区别不同情况通过 “第三人撤销之
诉”、执行异议制度、案外人申请再审制
度进行权利救济， 但实践中不可避免地
存在适用交叉重叠的情形。 上海高院法
官金殿军认为， 与其让权利人在多条救
济途径之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不如统
一由债权人作为第三人通过提起 “第三
人撤销之诉”予以救济。

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则强调，“第
三人撤销之诉 ”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程
序，要从保障当事人行使基本的民事诉
讼权利救济的角度来决定程序适用的

基点，以当事人的选择作为程序适用的
基准。

“对于受到生效裁判损害的案外第
三人，从整体上来看，应该做的是尽量为
其提供权利救济的通道。”复旦大学诉讼
法研究中心教授章武生进一步强调说。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如何更快更
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与会专
家们对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殷切期望。

对此，盛勇强表示，法院将注重并加
强对研讨成果的有效转化， 切实推动对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正确适用，以更好
地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家庭财产权析产规则

第二，婚姻关系被否决后不影响
共同财产权的认定。 夫妻共同财产权
的构成一般以婚姻关系的合法存续为

前提。但婚姻法解释（一）规定，被宣告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 当事人同居期
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
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
这就意味着原同居当事人有权均等分

割同居期间所得的共同财产。
第三， 承认婚内赠与的法律效

力。 目前司法实践对婚内赠与的法
律约束力实行有条件的认可。 婚内
赠与和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具

有类似的法律性质， 等同于夫妻双
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 故该类婚内
赠与行为是有效的。

但是， 对涉及需要以登记方式
确认权属的物权赠与时可能存在特

殊情形。 如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不
动产赠与另一方， 赠与方在赠与产
权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 另一方
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 法院应当按
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 即赠与人在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方不得撤销。

第四， 婚前或婚内受赠具有不
同的析产规则。 以不动产物权的受
赠为例。 婚前父母为夫妻双方购置
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
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但父母明确
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相反，婚后父
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
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
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可
以看出， 婚前受赠的法律效果以归
属于个人财产权为原则， 归属为家
庭共同财产权为例外； 而婚内受赠
的权利归属原则恰好相反。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 婚内受赠
的法律后果还必须结合物权登记状

态来确定。如果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
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
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
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与此相对应的是，
如果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则该不
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

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这也是目前家庭财产权
“股份化”的主要法律根源。

第五，家庭财产权主体解体后的
过错赔偿原则。 根据赔偿权机制而获
得的权益也是调整家庭财产归属的一

项重要析产规则。 如夫妻一方擅自处
分共同共有的财产造成另一方损失

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第六， 尊重家庭析产协议的约

定和司法终局裁判权。 婚姻法虽然
规定夫妻一方婚前所有的财产不因

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

财产， 但同时授权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显然，家庭析产协议的效力
高于一般析产原则。 因此， 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

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诉讼中， 必须尊重司法权对
此类协议的终局裁判权。 如双方对
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价值及归属无法

达成协议时， 法院可以按照竞价规
则、评估规则和变现规则进行裁判。

（未完待续）

研讨背景
你和他打的官司， 损害了我的

权益， 该怎么办？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对此类案

外第三人权益救济的途径， 大都通
过启动再审程序。 “第三人撤销之
诉” 作为一项新兴的制度， 在今年
实施的新修订的民诉法中被引入。

日前， 由上海市法学会、 上海
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共同主办， 上海
市法官协会、 上海市法学会诉讼法
研究会协办的 “第三人撤销之诉相
关法律问题 ” 专题研讨会在沪举
行 。 来自法院系统 、 法学研究机
构、 高等院校、 律师事务所等方面
的领导、 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 为
“第三人撤销之诉” 制度的细化与
完善商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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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立会：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对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局
申请你单位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执行一案，依法作出（2013）顺执
子第 1716 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局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作出的京 顺卫医罚字 （2012）37 号 《行政处罚决定
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裁定准予强
制执行，现将上述内容作为裁定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邱信友：本院受理申请人广东省海丰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申
请执行对被申请人邱信友作出（海）质监罚字（2012）第 0717E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已于 2013年 4月 22日作出了汕海法行
非诉裁字第 6 号行政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东]海丰县人民法院
胡水文、廖凤娇、胡超：本院执行的申请人石家庄裕华区汇

丰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胡水文、廖凤娇、胡超借款
合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裕执字第 00324 号执行通知书、裁定书及申报财产令，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保定市清苑光华铅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广）：保定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委托司法技术处对你公司被查封的财

产进行评估。 定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上午十时，在保定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 201 室依法摇号确定评估机构， 并于 2013 年 8 月
14日上午十时勘验现场。 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按时参加，逾期
不到视为放弃权利。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阳九龙商贸有限公司、李明、朱静：申请执行人南阳市银
河宾馆与被申请执行人南阳九龙商贸有限公司、李明、朱静为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公开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通知如下：限你们于 2013 年 7

月 21 日到本院参与公开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该项权
利放弃，由人民法院随机确定。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河南]内乡县人民法院

中国燕兴武汉公司、中国燕兴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岛路支行与被执行人湖北长

江光电仪器厂及你二公司借款纠纷一案，已作出变更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岛路支行为申请执行人的裁定。 现依法向
你二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武汉中执裁字第 00028 号执
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即视为送达。逾期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伟信实业发展（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市金银制品厂：本院
在执行（2011）武执恢字第 00030 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
汉办事处与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武汉宇泽文商
业咨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将其变更为该案的
申请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审查并已审查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武汉中执裁字第 00029 号执行裁
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红际：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省分行与被执行人陈红际借款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09）武区执字第 664-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
行人陈红际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七星四季花园 6 栋 2 单
元 5-6层 401室房屋。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本院（2009）武区执字第 664-1 号执行裁定书，逾期不来领取
的，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郑霞山（又名郑天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金花与你离
婚纠纷一案，本院（2008）达民初字第 135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达恢复执字第 7 号执行
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通知你本院依法予以冻结你存款。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日内
来本院领取（2013）达恢复执字第 7 号执行通知书和民事裁定
书，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冯建刚、丁海霞：本院受理杨香琴诉冯建刚、丁海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鄂尔多斯市九鼎估字
（2013）第 0053号被查封的 935.95平方米房产价格评估报告书
（评估价格 3221255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济南超越汽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伊尔库茨克动力交易
商行”有限责任公司诉济南超越汽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伊尔库茨克动力交易商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413
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济中法执字第 146
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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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执行后，本院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贯涛、烟台华大药业有限公司、王钧仕：本院执行的王玉
春申请执行胡贯涛、烟台华大药业有限公司、王钧仕（2008）开
执字第 491 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8）开执字第 491-22 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胡贯涛、王钧仕所有的登
记在邯郸市华大企业发展公司名下的坐落于河北省邯郸县 309
国道南侧宋张策村东的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证号：邯县房权证字第 0000334 号、建筑面积：9015.79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邯县国用（2000）字第 0464 号，土地使用权
面积：8566.33 平方米】以清偿债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时即视为送达。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范世友：本院受理王建强诉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王建强申请执行（2007）开民三初字第

（34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为（2008）开执字第 501号案件。 申请
执行人王建强申请执行（2010）开民三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
书，该案为（2011）开执字第 220 号案件。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8）开执字第 501-5 号执行裁定书、（2008）开执字第 501-6
号执行裁定书、（2011） 开执字第 220-1 号执行裁定书、（2011）
开执字第 220-2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范世友：本院执行的王建强申请执行你（2008）开执字第

501号、（2011） 开执字第 220号案件， 因你至今未履行给付义
务，本院依法委托山东正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
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办事处东范家村 246 号房
产进行评估，已作出评估报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
卖。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安丘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执

行人安丘市方海绿色食品加工厂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
法拍卖了被执行人安丘市方海绿色食品加工厂的房地产，因被
执行人拒不交出土地证和房产证，现决定对土地编号为安国用
（2007）第 152 号，房产证号为关王私字第（000012）号，公告作
废。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潍坊吉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汉华申请执行潍坊吉
泰置业有限公司（2012）临执字第 974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2）临执字第 974－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院订于公告期满
之日起第 15 日（遇节假日顺延）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请你到
场参加。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高红霞： 申请执行人刘晓东与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执行。 因你住址不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威环执字第 12 号执行通知书、（2013）威环执字第 12-3
号执行裁定书及威海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3）威
华地字第 77002号关于威海市环翠区益海路-1-1 号-105 室房
产价值估价报告书，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如不
能履行给付义务，并限你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上午 9 时（节假
日顺延）到本院第五审判庭选择拍卖机构，逾期则视为自动放
弃选择权利，本院将依法处置你所有的上述房产。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郑德堂、乔雪梅、仇保全、于晓林、于春风：本院受理的冷建

生与郑德堂、乔雪梅、仇保全、于晓林、于春风身体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在本院
技术室，依《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选择鉴定机
构。 逾期不影响本案鉴定机构的选择和鉴定机构做出结论的效
力。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刘长松： 本院执行申请人景广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山东华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邹平县

天兴城 4号楼 2-501 室住房一套进行评估，并已作出鲁华盛鉴
字【201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因你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资产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向邹平县人民
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西林森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博安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张维、李书云、姚军、周艳珍、程利兵：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万柏林支行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并执字第 053 号执行通知
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执行
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太原市峰源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院执行张和平与你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2）尖民初字第 152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和限期申报财产通知书、申报财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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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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