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亚南6
版

■2013年 6月 19日 星期三

刑事行政 ■电子信箱：xingshi@rmfyb.cn
■热线电话：（010）67550748

EEEEEEEEEEEOOOOOOOOOOOPPPPPPPPPPPLLLLLLLLLLLEEEEEEEEEEE''''''''''' SSSSSSSSSSS CCCCCCCCCCCOOOOOOOOOOOUUUUUUUUUUURRRRRRRRRRRTTTTTTTTTTT DDDDDDDDDDDAAAAAAAAAAAIIIIIIIIIIILLLLLLLLLLLYYYYYYYYYYYPPPPPPP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析 疑 断 案

◇ 潘安民 沈 翔 汽车能否作为持械聚众斗殴中的“械”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我国刑法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对象认定
刑 事 焦 点

◇ 张 晶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 骗取对
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利用签订合
同诈骗钱财的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势，不
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
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 因而
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合同诈骗行为与一般民事欺诈行为

两者区别的关键之一就在于主观目的不

同：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
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

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
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
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
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
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我国司法实践中，定
罪采用的是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因此，在
认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必须认定行
为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乃一主观意念， 要直
接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意念是非常困难

的，除非行为人自己承认。 实践中，一般
是通过行为人的外在行为来推定其内心

意念的。 对此，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列举行
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认定其行
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其中第二款
规定： 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

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
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1997 年
刑法颁布以来，没有新司法解释关于“非
法占有目的”认定，目前在实践中也就参
照该规定。《解释》中明确规定了要人、财
两空时才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 除此之
外的下列三种情形不构成逃匿财产：人
在，财也在；人在，财不在；人不在，财在。
这三种情形， 对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

利，刑法上不作考量，符合我国刑法的谦
抑性原则。

如果非法占有目的产生在行为人获

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
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
之后，就会导致出现前阶段获取财物没有
非法占有目的而后阶段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已经无诈骗行为的境地，根据罪刑法定
原则，该行为只能以侵占或一般民事经济
纠纷处理。 依据罪刑法定原则，非法占有
目的形成于后阶段的貌似合同诈骗的行

为，只能以一般民事经济纠纷处理。
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形成于哪个阶

段时， 一般要根据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
同的能力、将来是否有履行能力、是否在
履行，只要有能力也履行了、因为外在因
素无法继续履行而后来携款逃匿的，应
该认定该非法占有目的形成于事后阶

段； 如果行为人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
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
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没有马上逃匿，
后因对方当事人追债而躲避的， 也应当
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形成于事后阶段。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
民法院）

【案情】
2011 年 4 月间， 被告人黄某指使

被告人杨某、 张某多次对被告人姚某负
责的工地进行滋扰导致工地施工无法正

常进行。 4 月 28 日下午，工地再次遭杨
某、张某等人的阻挠，姚某遂纠集人员于
次日上午至工地“站场子”。 4 月 29 日
上午，被告人黄某指使杨某、张某二人纠
集二十多人前往工地， 结果双方发生互
殴。在此过程中，张某驾驶其所用的轿车
撞向对方，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

【分歧】
本案对张某在聚众斗殴过程中的转

化定罪没有争议。 关键是张某驾车撞击
对方的行为， 在转化定罪前是否构成持
械聚众斗殴， 也就是汽车能否作为持械
聚众斗殴中的 “械”？

【评析】
运用单纯的文义解释， 确实不能将

汽车归于 “械” 的语境。 《现代汉语词
典》 中 “械” 有三种解释： 器械、 武器
以及枷和镣铐之类的刑具。 按照人们通

常的生活理解， 械也是指刀具、 棍棒、
枪支等一类的器械或武器 。 但笔者认
为， 汽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持械聚
众斗殴中的 “械” 进行考量。 主要基于
以下几点考虑：

1．实践中对 “械” 已经作了一定的
扩大解释。 全国人大法工委编纂的 《刑
法释义》 中解释 “持械聚众斗殴主要是
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使用棍棒、 刀具
以及各种枪支武器进行斗殴”，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江
苏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聚众
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
也将 “持械聚众斗殴” 中的 “械” 解释
为 “治安管制刀具以及枪支、 棍棒等足
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刑法释义》 中
的 “主要” 二字及 《意见》 中的 “等”
用意应该是一致的， “械” 并不局限于
罗列的三种工具， 可以作等外解释。 司
法实践中， 很多聚众斗殴案件中行为人
手持足以致人伤亡的啤酒瓶、 砖头、 石
块等都认定为持械， 这些原本性质上不
属于伤人工具的物品等都因为行为人的

使用而功能上发生了转化， 成为足以致

人伤亡的工具， 也成为了刑法意义上的
“械”。

2．汽车在一定条件下的物体属性可
以使之转化为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首
先，汽车具有坚硬的物理属性，其材质足
以让人感知， 高速运行时足以让人产生
威慑和恐慌。其次，当汽车处于一定速度
时撞击人体必定具有伤害性， 极易造成
严重的损伤后果。 再次，汽车由人的意志
操纵，其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可以由人来掌
握，具有人为的掌控性。因此，当行为人在
斗殴中控制、驾驶车辆撞击对方时，汽车
的物体属性也随之成为与一般意义上的

“械”一样可以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3．把斗殴中撞人所用的汽车作为

“械” 来考量并非类推。 首先， 当汽车
在斗殴中使用并撞击对方时， 已经成为
意在致人伤亡的工具， 笔者认为这样的
理解没有超出 “械” 本身同样作为伤人
工具而可能包含的意思。 其次， 这样的
理解符合 “预测的可能性”， 即没有超
出一般人对刑法的预测， 就是没有将本
应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解释为犯罪， 或者
将不应该加重处罚的行为加重处罚。 再

次， 不能将对语境的灵活填充轻易地归
结为类推。 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刑法
解释的僵化、 机械， 相反应当允许刑法
体系适度的开放， 因为法律解释很大程
度上是实践的、 创造性的， 这是由不断
变化的法律需要所决定的， 因此完全可
以用对生活事实的理解去挖掘刑法词语

背后的含义。
4．从刑法的保护性机能看。 刑法的

保护性机能在于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群
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刑法设置持械聚众
斗殴为加重情节的目的在于惩处和警示

在斗殴中使用工具的行为人。 当汽车在
斗殴中以一定的状态（包括速度、方向）
作为工具使用时，其对人体生命、健康的
威胁程度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刀具、棍
棒等相差无几。 这种情况同样需要刑法
的保护性机能的发挥。反之，假设本案中
没有致人死亡，仅有轻伤，而不认定持械
聚众斗殴，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不
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综上， 笔者认为在犯罪形式多样化
的情势下， 不应局限于本身先入为主地
对 “械” 的文字化理解， 应当挖掘文字
本身的生命力， 在兼顾罪刑法定原则的
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

（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1 年 2 月 25 日通过的刑法修正
案 （八） 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增设
了第二款：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以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金 。”
此条规定在我国刑法的贿赂犯罪体系中

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罪名———对外国公职

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当
前， 公共工程建筑、 国防采购、 石油天
然气、 房地产、 电信以及电力等行业已
成为跨国商业腐败的高发地带。 在这些
涉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跨国商业活动中，
可供分配的利润丰厚， 有关公职人员分
配公共资源的权限较大， 使得贿赂外国
公职人员、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现象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 鉴于各国间政治、 经
济 、 法律 、 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巨大差
异， 对同一行为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程序上也很难依靠一国的司法资源去

收集证据、 发现事实， 有关机关对跨国
公司的国外腐败行为难以高效监察和侦

查， 从而增加了追究的难度。 在认定对
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

贿罪中的 “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
织官员 ” 时 ， 值得借鉴的一个依据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我国于 2005 年
批准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刑法修
正案 （八） 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
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 《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 相关规定和精神落实、
转化为国内法的举措。 因此， 《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 对 “外国公职人员” 的界
定对我国刑事司法机关认定对外国公职

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

“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
根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2 条

第 2 项规定， “外国公职人员” 系指外
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

法、 行政、 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

何人员； 以及为外国， 包括为公共机构
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

员。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 “外国” 不
仅限于国家， 它还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
各级政府及其各下属部门， 有时也包括
任何有组织的外国地区或实体， 比如自
治领土或独立关税地区。

由此，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中的
“外国公职人员” 主要包括： 外国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具体指立法、 行政、 行
政管理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 在外国
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中行使公共职

能的人员 ； 接受外国国家 、 公共机构
或者公营企业的委托行使公共职能的

人员。 根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2
条第 3 项的规定 ， “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 ” 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
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 。 国
际公务员 ， 也称国际职员 ， 是指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聘用的各类工作人

员 。 国际公务员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
为高级官员 、 业务类官员和一般事务
类人员 ； 按职位地域性质可分为受地
域分配限制和不受地域分配限制 ； 按
合同种类可分为长期合同 、 定期合同
和临时合同 。 因此 ， “国际公共组织
官员 ” 主要包括两类 ： 一是受国际组
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 。 这里强调的是
其职务特征。 二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
用， 但受国际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
的人员。 这里强调的是其职权特征。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受国际组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 二
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用， 但受国际组
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 国际组
织以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标准， 可分
为政府间国际组织 （Inter-Governmen鄄
tal organizations） 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Non-Govemment organi鄄
zation）， 两者均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
的参与者。 在实践中， 政府间国际组织
固然行使了绝大部分公共职能， 但非政
府间国际组织也经常参与政府间国际组

织的项目， 在国际社会经济、 社会的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 政府
间国际组织在处理人权、 环保、 劳工问
题时， 往往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委派
专家， 以保证解决问题时有不同利益集
团的代表参与。 因而判断国际公共组织

的标准是该组织是否承担了国际公共职

能， 而不取决于其名称、 组织形式或权
限。

二、 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原则
1.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重要

参考依据。
我国于 2005 年批准了 《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 刑法修正案 （八） 对刑法
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改，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相
关规定和精神落实、 转化为国内法的举
措 。 因此 ， 我们在认定对外国公职人
员、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公职
人员、 官员时， 援引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 作为参照依据， 是自然、 合理而且
必要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中对外
国公职人员、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术语
进行了解释 。 根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 的规定， 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
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 行
政 、 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
员； 以及为外国， 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
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 国
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

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

员。 因此， 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有关海
外商业贿赂案件的过程中， 可以理直气
壮地参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的相关
术语解释。

2.可直接参照有关法律、 判例等。
由于国内外政治体制、 行政体制、

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 ， 许多国家都
存在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 而外国人则
难以准确理解的公共职务 、 职位 。 这
些职务 、 职位在我国国内没有对应的
概念 ， 在认定担任这些职务或职位的
人员是否属于外国公职人员时 ， 唯有
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或判例 。 因
为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 要判
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受贿 ， 需要明确其
是否掌握可用于交易的职权 ， 而是否
具有这种职权 ， 只能根据其所在国的
法律和相关规定才能判断清楚。 例如，
日本的农地开发经营财团的职员是否

属于公职人员 ，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
难以直接得出结论的 ， 日本的 《国家
公务员法 》 和 《地方公务员法 》 也没
有明确的规定 ， 只是在 《关于整备经

济关系罚则的法律 》 中 ， 规定将此类
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公共财团职员

“视为公务员”， 也就是对于这些人员，
“在与刑法的关系上 ， 作为公务员处
理。” 因此 ， 在认定外国公职人员时 ，
是需要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 、 判
例等规定的 。 同理 ， 对于国际公共组
织官员的认定 ， 必要时也应直接参照
有关的国际公约 、 条约 ， 并结合其职
权和工作性质来明确其身份。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的最大难

点 ， 就在于国内外政治体制 、 行政体
制 、 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 。 因此 ，
在判断外国公职人员的身份性质时 ，
不能受我国传统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

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约束 ， 应重
点从相关雇员隶属的公共机构以及其

具体实施的职能是否具有公务属性的

实质角度进行判断。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应重点参

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的有关规定。
根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2 条第 2
项规定 , “外国公职人员” 系指外国无
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 行
政 、 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
员； 以及为外国， 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
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 同
时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第 2 条第 1
项也规定了 “公职人员 ” 的范围 ， 系
指： 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
国中担任立法、 行政、 行政管理或者司
法职务的任何人员 ， 无论长期或者临
时， 计酬或者不计酬， 也无论该人的资
历如何； 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
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

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
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

务的任何其他人员；缔约国本国法律中
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 根
据上述规定，“外国公职人员” 主要包括
两类：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外国无
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
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
这是从职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 二
是行使公共职能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即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
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 这是从
事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案情】
喻某、谭某夫妇违法生育，某县计划

生育委员会决定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
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人民法院
审查期间， 县计生委自动撤回该强制执
行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予县
计生委撤回强制执行申请。

【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直接引用行政诉

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作出裁定；另一种
观点认为，应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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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
十三条第（十五）项的规定作出裁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一、本案不能直接依据法条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

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裁定前，原
告申请撤诉的， 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
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
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该条针对
的是行政诉讼案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附

带提起的行政赔偿案件。
首先，在行政诉讼与非诉行政执行案

件中，当事人地位及称谓均有不同。 在行
政诉讼中，当事人分别称为原告、被告，原
告是行政相对人，被告恒定为具有法定或
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 在非诉行
政执行案件中，当事人分别为申请执行人
与被申请人。 申请执行人系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行政主体；被申请人是拒不履行具
体行政行为所确立的义务的行政相对人。
因此，在上述两类案件中，二者所处诉讼地
位是相反的，其权利义务当然也有所不同。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所指“原告”，不能
同时涵盖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原告”与非诉
行政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

其次，从当事人权利状态分析，原告
起诉启动的是行政诉讼程序， 原告撤诉
是为终结行政诉讼程序。 原告起诉、撤
诉，是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诉权。而在非
诉行政执行案件中， 行政主体提出强制
执行申请， 启动的是不同于行政诉讼程
序的非诉行政执行程序， 包括审查与执
行两个具体环节。 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
提出强制执行申请， 是基于法律没有授
权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或虽有强制

执行权但不宜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当
然不同于行政诉讼的诉权。

再次，从权利行使的结果上看，原告
撤诉是希望终结行政诉讼程序； 一旦法
院裁定准许，行政诉讼程序将依法终结。
而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

请， 虽然非诉行政执行程序将会依法终
结，但并不必然导致强制执行程序终结，
因为只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条件， 具有
强制执行权的行政主体还可以再次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自行强制执行。
二、本案不宜类推
法的类推， 是在既没有直接的法律

规定也没有类似的条文可以比照适用的

情况下， 适法机关根据现行法制的基本
原则、立法精神所进行的类推适用。其适
用前提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既无明确
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 也没有可以比照
适用的法律规定。

《行政诉讼法解释》 第六十三条规
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十五）
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该项是个兜底性
条款。 其实，司法解释作此概括性规定，
就是为了让法律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

的现实需要。人民法院在裁判时，如果没
有其他可明确适用的法律， 就可适用该
兜底性条款作出裁判。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
彭水县人民法院）

准许撤回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时应如何引用法条
◇ 张绍忠 彭 然

◇ 朱宝林

司 法 实 践

行 政 法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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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香: 本院受理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申请强制执行杨贵
香行政处罚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海
行执字第 3385 号行政裁定书。 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作出的京海卫医
罚字（2012）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该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李春娥: 本院受理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申请强制执行杨贵
香行政处罚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海
行执字第 3387 号行政裁定书。 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作出的京海卫医
罚字（2012）2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该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许志勇、胡清婷：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苏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思执行字第 1064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执行案件告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裁定书以及（2013）思执行字第 1064-1号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

义务并支付相应的案件受理费、 执行费等费用。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未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启动对你
们名下财产的评估、拍卖、变卖执行程序，并视为你们放弃到场参加
选定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王思维： 本院受理的赖国超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三河市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作出的（2012）三民初字
第 331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 2013 年 5 月
22日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三执字第 659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张学浩、王秀爱：本院受理的刘学明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衡桃执字第

212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责令你
们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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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拍卖诉讼保全期间查
封的登记在王秀爱名下、 产权证为衡房权证河东字第 2-1730
的房产。 限你们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第十日的上午九时到本院随
机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你们则
应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四十日到本院领取价格鉴定结论书，如
对价格鉴定结论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五十五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否则异议期满后次日本院将裁定拍卖查封
房产， 并于上午九时在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拍卖机构，请
你们准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同时本院拍
卖裁定书视为送达。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马成豹：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野金文与被执行人马成豹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执字第 5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借款本金 58400 元及
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 2300 元、申请执
行费 776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
期满后立即自动履行（2012）东民初字第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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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周振华：申请人赵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开执字第 115-1 号拍卖裁
定书，拍卖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周振华所有的位于长沙
市天心区五一大道 655 号嘉顿新天地大厦 2116 号房屋。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王艳、 黄剑军：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板塘支行申请执行你信用卡纠纷执行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3） 岳执字第 235 号执行通知书、 （2013） 岳执
字第 235 号执行裁定书、 （2013） 岳执字第 235-1 号执行裁
定书。 逾期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本院拟对被执行
人王艳名下的马自达牌汽车 （湘 C0ZL95） 进行评估、 拍卖，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第一周的星期一上午 9 点到湘潭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技术室抽签确定评估、 拍卖机构， 逾期， 不影响

评估、 拍卖机构的确定。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李春贵、蔡玉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玉春、刘相雨、张
景森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红执字第 3 号执行裁定书及财产申报通知书，责令你们
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红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
为送达，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红石林区基层法院

陈松梅：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庆与被执行人陈松波民
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2011]沈和民四初字第 1195 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沈和执字第 331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 限你于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 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赵振英：本院受理申请人袭英与被执行人张雨军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案件，所依据的（2011）沈铁西民三初字第 283 号民事
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已依法送达执
行通知书，经查，被执行人张雨军已经死亡，因张雨军生前与你
系夫妻关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依法冻结你在工商银行账户。 如有异议，限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书面提出执行异议，
如到期未提异议，将依法扣划该帐户内存款以偿还张雨军所欠
袭英债务。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赵振英：本院受理申请人袭英与被执行人张雨军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案件，所依据的（2011）沈铁西民三初字第 283 号民事
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已依法送达执

行通知书，经查，被执行人张雨军已经死亡，因张雨军系夫妻关
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扣划你
在银行存款人民币 9332元。 如有异议，限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书面提出执行异议。 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宋晓军：本院受理原告徐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桓法执字第 00114-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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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全部义
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士民： 本院受理案外异议人陈永军与申请执行人黄克

军、被执行人你、于明执行异议一案，于 2013 年 5 月 2 日作出
（2012）东执异字第 8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高培顺： 关于申请执行人李建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查封了你的 252 枚古钱币、5 张科技奥运自在移动充
值卡、10 枚世界遗产在中国纪念币、36 张中华民国纸币精品，
并委托盘锦市鸿兴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了评估。 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盘资评报字（2012）第 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补充报
告单。 如你对上述评估报告结果有异议，须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本院将依照上述评估
市值确定拍卖保留价处分该财产。

[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王成玉、朱志林：本院受理的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2012）平商初字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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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县人民法院
阮仕林（身份证号为 610104196704165113）：本院受理的

连云港市华东矿山机械厂申请执行阮仕林买卖合同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西执仲字第 0002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宏顺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马丽与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13）武侯执字第 1965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按照本
院（2012）武侯民初字第 2762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
行人马丽履行支付货款 619200 元及利息等义务。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胡晓滨、晋晓燕：本院执行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武侯执字第 1618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按照本院（2012）武侯民初字第 1952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川史迪威教科文国际交流中心有限公司：本案受理的高

帆、雍大维申请执行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二案。 在执行中，本院
依法对你公司车牌号为川 A169R2蒙迪欧汽车一辆予以委托评
估，评估价为 61000元。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成都衡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衡评报

字（2013年）第 130828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公司从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未向
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又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对
上述财产依法予以拍卖。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蒲磊、邓敏：本院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依法受理伍卫平申请
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将你们所
有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东街 43 号 4 栋 1 单元 8 楼 16
号（权证号：1189664，监证号：1556703）的住宅房屋一套，建筑
面积 61.95 平方料进行了评估，现作价 6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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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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