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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专 论

司 法 实 践 参与分配中的两个问题
◇ 马琴芳 季敏毅

践行法治应当务本求真

◇ 黄祥青

执 行 论 坛

执行工作风险管理的评估与防范
◇ 余利宏

常言道： 法治乃规则之治， 规则依
规律而生。 将法治精神贯彻到审判工作
之中， 就是要遵循司法规律， 围绕司法
裁判的基本要素 ， 构建 、 完善审判规
则， 科学实施审判管理， 有效提升审判
能力和裁判水平， 进而稳步推进法治进
程。 从审判管理视角看， 法官与案件是
司法裁判主要涉及的基本要素。 就现状
来说， 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繁重、 紧迫的
任务， 有必要用求真务实、 锐意进取的
精神，厘清思路、攻坚克难、扎实有效地
开展工作。

一、法官的职业技能需要系统
培训

在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中， 法官无
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法官的职业素养
水平， 直接关系到裁判案件的质量和效
果；每个法官的职业形象，也成为影响司
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应当看到， 法官的职业技能是一门
系统、精专的知识学问。诸如如何针对纷
繁复杂的案件材料，娴熟着手事实裁剪；
如何基于简约的法条文字， 精辟阐明法
律精神； 如何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
的案件，形成条分缕析、明辨是非的公允
判断； 如何采用精当的语词与缜密的逻
辑将情、理、法融为一体，制成辨法析理、
以理服人的裁判文书；可谓环环皆重要，
要求各不同；每环有要领，个案有侧重。

但是，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基本规
律可循。 只是规律常常隐藏在众多事物
的背后，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已。
以刑案为例，法官大多经由“案发经过”
切入案情，一般审查三个要点：即引发刑
事追诉的基本事实是什么， 涉罪事实如
何与特定嫌疑人建立联系， 以及锁定的
犯罪嫌疑人如何到案； 由此形成关于案
件合理性的初始判断， 也为进一步查证
犯罪行为及罪责奠定基础。 现在的问题
是，这些关于具体办案路径、要领与规范

的知识经验， 仍然散见于不同法官的个
别发挥之中。 即令在法官的常规教育培
训中有所涉及， 但内容往往是零碎或片
段的。 多数还局限于个案层面的办案心
路历程，相对缺少类型化 、系统化的方
法提炼与理论总结，因而作为实务技能
知识的完整性及感染力是不够的。如何
将零星 、 散在的法官办案经验加以汇
总、提炼、整理，使之成为分门别类 、专
业齐全、脉络清晰 、结构完整的法官职
业技能知识体系，乃是加强法官执业能
力建设的必要步骤。有了法官职业技能
知识体系，并且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加以
补充、更新、完善，才能使现行的法官学
院教育培训与大学法学院教育真正分

野， 成为法官在职培训的鲜活教材及不
断提升法官整体职业技能与司法裁判水

平的重要抓手。

二、 案件的质效管理有待科
学定位

审判案件是人民法院的中心工作，
案件质量关乎人民法院的生命线。 没有
可靠的案件质量信心与保障， 树立司法
公信力就势必沦为空想和空谈。那么，影
响案件质量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如何保
证审判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单从案件裁
判机理层面检视， 现行审判活动中有必
要重视两个问题：

一是事实裁判应当注重亲历性。
事实裁判与法律适用是审判活动的

两大主轴， 但二者在裁判机理上具有明
显差异性。 之所以事实裁判应当强调亲
历性，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一方面
是因为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所获取的

有效裁判信息通常是综合性的， 难以逐
一转换成口头和书面表达。 除了复杂多
样的证据事实外， 包括诉讼双方的肢体
语言、情绪反应与细微表情变化等，也可
能构成法官建立内心确信的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即使是可以转述的事实情节，
传递过程中必然会伴随信息流失的自然

特性。恰如“拷贝不走样”的娱乐游戏，多
人隔离模仿上一位表演者的简单动作表

情， 轮到最后的表演者总是动作千奇百

怪， 但是每一位表演者都确信自己是最
为忠实的模仿人。 传递案件事实亦莫非
如此。经过多次转陈后的案情，往往会产
生不同程度的变形， 但裁判者常常浑然
不知， 并笃信自己所发表的最终裁判意
见具有相当的客观公允性。诚然，上述游
戏与判案也有不同之处， 即游戏的结局
以旁观者忍俊不禁为目的， 判案的结果
则是以当事人的诉求受挫、 司法公正性
受损为代价。 倘若以最后已经变形的事
实裁判说服当事人服膺法律， 其效果可
想而知。

有鉴于此， 我们在当下重视运用公
开透明机制、分级把关案件质量之时，应
当一并关注承办法官及合议庭成员在案

件事实裁判中的重要作用； 明确界定其
他参与讨论者的职责， 主要在于就适用
证据规则的妥当性提出见解。 在审委会
讨论、决定案件时，要重视运用现代多媒
体技术再现重要证据或者庭审片段等客

观场景， 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裁判案件事
实时的亲历感与可靠性。

二是审级功能定位应当有所区隔。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 要正确认识事

物， 保持适度的时空距离是必要的先决
条件。 离得太近，看得真切，但只能管窥
局部；离得太远，俯瞰全貌，但容易模糊
失真。审判案件作为一项特定的认识、判
断活动，也应契合认识规律，因时空变化
设定不同的审级功能。

目前我们的一审、 二审及再审功能
未作严格区分， 均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进
行全面审理。多年来的实践情况表明，绝
大部分民商事改判、 缠诉案件集中于事
实纷争。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因为在时空
变换中最容易改变的就是事实。 就好比
我们试图把原始的笔迹仅仅描摹得清楚

一些，但客观事实是：每描一遍，一定是
与原始形态偏离越远。 诉争双方正是利
用了事实容易随时空改变的特性， 借助
二审、再审的机会，吸取一审中的经验教
训，从不同角度重塑事实，以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 对于当事人的趋利避害行
为，我们很难苛责。 但是，对于法官通过
不同审级反复追查全部案件事实真相的

善良愿望和积极努力，则值得警醒。作为
理性的裁判者，我们应当懂得：稍显模糊
的原始笔迹， 仍然可以表现原作者的精
气神；多次描摹之下的清晰，往往伴随难
以复原的失真。 鉴于事实不宜反复刻画
的基本特点， 我们有理由建立尊重原始
真实性的审判共识。

基于斯， 经历一审程序依法充分举
证、 质证、 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证据体
系，应当认为通常最为接近客观真实；尤
其是对于变化无常的言词证据来说，最
初的证人证言大多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如果二审、 再审法官欲针对先前裁判认
定的事实提出改判意见， 则应秉持十分
审慎的态度和确凿无疑的理据； 否则就
很容易在毫无知觉中一再重复 “再度描
摹”的结局。换言之，二审、再审法官的职
责定位， 应主要放在审查程序正当性和
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方面。因为，与事实裁
判明显不同的是， 无论是程序和实体的
法律规定， 还是其中所蕴涵的法律价值
与精神，都具有因应时代的相对稳定性。
它一般不会随时空条件及审级变化而改

变， 相反会因反复争辩、 不断证伪而现
真，也即真理总是愈辩愈明。 可见，审级
功能区隔不是现行制度上的刚性要求，
而是司法裁判理性的必要选择。

在此基础上，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树
立“一审打造精品案件，二审、再审着力
个别修复”的案件质量管理理念。在程序
理念与制度安排上，坚持一审是关键，二
审、再审是保障的审判质量观，符合司法
裁判的内在规律。

综上所述，在大力推进法治、追求实
现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既
要充分肯定现行司法制度及其运行效果

的存在合理性， 也要瞄准多面实际问题
的肇始根源性。 倘若无视现实司法土壤
与本土资源， 则很容易步入照搬照抄的
改革歧途； 如果忽略根治具体病灶的有
效路径， 则很可能陷入高谈阔论的漩涡
而贻误改革时机。 因此，践行法治，必须
务本求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一、 如何确定执行依据
一般来讲， 执行依据， 是指由特定

机关制作的具有可执行内容的生效法律

文书 ， 一般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 （1）
必须是由特定机关制作的法律文书。 如
审判机关、 行政机关、 公证机关和仲裁
机构。 （2） 必须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
法律文书。 这一条为实质性要件， 如人
民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判决

书 、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 行政判决
书、 民事调解书、 民事裁定书、 民事处
罚决定书和支付令等； 行政机关制定的
行政决定书； 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书； 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
债权文书； 经人民法院裁决、 裁定承认
和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外国判决和国外的

仲裁裁决。 （3） 必须是已生效的法律
文书。 尚未生效的法律文书， 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还未最后确定， 属于效力
待定的法律文书。 由上可知， 立案登记
表、 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然不能成为申请
参与分配的执行依据。 因为它们在本质
上只是一种形式， 并没有确定一方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 不具备可执行的内容，
所以当然不能成为执行的依据。

执行实务中， 还存在执行依据的剔
除情形。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

条第三款、 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
定， 对已经生效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
公证债权文书、 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
决书， 在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 存在
执行依据效力待定情形。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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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三
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
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 ， 应当在
30 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
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就是
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行政机关作
出的行政决定书已经生效， 在提交人民
法院执行审查阶段， 也存在效力待定情
形。 笔者认为， 执行依据处于上述效力
待定情形时， 主持分配法院在对财产进
行分配时应留存其相应的金钱债权份

额。

二、 如何确定申请参与分配
的截止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第 298 条第 2 款规定： “参与分配
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 被执行人
的财产被清偿前提出。”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 （试行）》 第 90 条中规定： “在被执

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 对该被执行
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

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

分配。” 然而， 对 “执行程序开始后”、
“财产被清偿前” 和 “财产被执行完毕
前”， 法律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并因此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分
配截止日期， 导致主持财产分配的法院
在制作分配方案时， 很有可能因为有新
的债权人要求加入而重新制作分配方

案。 但法院却又无法预见是否会再次有
新的债权人加入， 因此就会使分配方案
主体与分配权始终处于一个无法确定的

状态。 这势必会大大降低执行效率。 同
时如果是 “执行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的前一个工作日”、 “执行标的因以物
抵债将产权转移给承受人的前一个工作

日”、 “分配方案送达第一个当事人的
前一个工作日 ”， 则时间弹性非常大 。
执行法官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时间， 或加
快支付和送达、 或拖延支付和送达， 实
际上是变相操纵着其他债权人的分配命

运， 也容易滋长为司法腐败的温床。 笔
者身处基层法院， 在认真对现有参与分
配制度进行思考的同时， 也多次与参与
过分配的执行法官进行沟通交流。 认为
在当前并无更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出台前， 只有最大限度的减小执行法官
自由裁量权， 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当事
人权益， 以摆脱被不同立场的当事人的
指责。

因此， 笔者认为应以被执行人执行
价款到主持分配法院账户日作为参与分

配截止日期。 这样做， 首先非常明确锁
定了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时间， 其次可
从制度上防止执行法官人为地加快或拖

延执行进程， 最后可公平合理地保障相
对当事人的权益。

对于这个截止时间， 可能会有人疑
问， 如果出现当事人在执行价款到主
持分配法院账户日的前一天通过邮寄、
快递等方式申请参与分配 ， 而分配法
院是在截止日期后收到申请书的情况，
那么该如何处理 ？ 这其实是混淆了截
止时间和制作分配方案时间的概念 ，
笔者认为 ， 可以给制定财产分配方案
设定一个缓冲期 ，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
阔、 物流不完善、 人为原因等因素， 缓
冲期可以设定为 10 个工作日， 以等待、
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即在被执
行人执行价款到账日后的第 10 个工作
日， 主持分配法院即应马上制定财产分
配方案。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
院）

推进执行工作风险防控管理是深

化惩防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也
是法院适应新时期的审判要求， 进行
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矛盾化解、公正廉
洁执法的重大举措。 在审判管理中加
强执行风险管理的研究与落实， 具有
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潜在因素的识别与
评估

风险管理的核心工作是风险因素

识别和评估， 在执行工作风险管理中
也不例外。 对于风险来源的考察是前
提， 只有正确的判断与识别风险之发
端， 才能确定风险管理工作的目标与
任务。

（一）财产调查阶段的风险点
该风险点包括拖延、推委执行，导

致被执行人藏匿、转移财产，贻误执行
时机； 执行过程中方法简单、 态度粗
暴， 执行措施使用不当； 泄露执行秘
密，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致使案件无
法执行， 造成案件久执不结或案结事
不结，涉执上访不断，引发社会矛盾凸
显和法院审判工作风险巨增。

（二）执行公权高度集中的风险点
执行公权高度集中， 容易引发执

行风险。 执行权高度集中且缺乏必要
的监督和制约，透明度和公开性低，易
产生“暗箱操作”，由此导致的司法腐
败引发执行风险。（1）由于执行权力全
部集中在一个部门手中， 甚至于一部
分人或者一个人手中而产生独断，极
易产生决策错误。（2）因为权力的绝对
集中，缺乏制约机制，产生错误后无法
或者难以及时纠正， 从而产生严重后
果。（3）未按规定程序进行拍卖、变卖、
以物抵债、参与分配等处分财产，直接
引发当事人投诉、 上访， 相关媒体热
议、上级法院和人大监督部门关注，导
致法院审判工作风险隐患。

（三）执行费用收取阶段的风险点
比如未按标准费用收取， 增加当

事人诉讼成本。 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
公信力颇有微词，提出质疑，从而加大
了法院审判工作风险。

（四）执行款物的管理、发放阶段
的风险点

包括未设立执行款专用账户、未
指定专人对执行款物进行管理； 执行
款物的发放审批权限无制约; 发放执
行款物手续不完善等。 这些因素都会
造成执行款物管理混乱，对执行人员、
执行款物专管人员挪用执行款物存有

可乘之机， 也是法院审判工作风险的
滋生“营养”。

二、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与
落实

法院应围绕排查确定的各类风险

点和风险等级， 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
防范的具体措施， 着力形成以岗位为
点、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上下一
体、左右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最大限
度地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一）“财产调查阶段” 风险点的防
范措施主要落实在“时间性”和“保密性”

执行人员接受执行案件任务后，
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执行通知送

达、财产线索“四查”工作。因特殊情况
未能按期执行的， 须经权限批准方可
延长。 执行部门管理层应加强对办案
期限的监督，不得随意延长。

（二）“执行公权高度集中”风险点
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阶段性”

“执行公权高度集中”引发执行风
险的防范， 关键在于建立分段集约执
行工作机制。 该机制主要是打破以往
“一人包案”到底的模式，通过执行权
的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 对重点环节
和关键节点进行跟踪监督， 并以执行
流程为依托， 打造执行案件流程监督
平台，强化执行权力层次化制约，职责
流程化分工。 根据权力分解、 集约执
行、简便操作的原则，将执行权纵向划
分为执行调查权、执行控制权、执行变
现权三个层次， 突出财产集约查控重
点环节，设置案件流程时间节点，实现
执行工作向规范化、精细化、高效化方
向转变。 规定各阶段分别由不同的执
行组或执行员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集约

完成特定的执行工作任务。 各层次之
间相互制约，避免执行权力过分集中，
消除执行风险隐患。

（三）“执行处分财产阶段”风险点
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制约性”

对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参与分
配等处分财产阶段的风险防范， 重点
在于建立适用合议庭负责制和严格落

实审批把关制度。 拍卖、变卖、以物抵
债、参与分配等处分财产决定，须经合
议庭讨论形成决定，报局长、分管院领
导审批。这种合议制和审批制，实际是
将执行权分为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

权， 分由不同的执法主体按照不同的
程序行使，互相制约，规范运行。 有利
于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能够

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
（四）“执行费用收取阶段”风险点

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透明性”
对于执行费用收取阶段风险点的

防范， 主要是增强收费透明度。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
开的若干规定》，向社会公开执行费用
的收费标准和根据， 公开执行费缓、
减、免交的基本条件和程序。严格按照
法院诉讼费用收取办法执行，其中，涉
企执行费的收取由司法行政科专人负

责，并出示统一票据，执行局不得乱立
收费项目， 不直接参与执行费用的收
取。

（五）“执行款物管理、发放阶段”
风险点的防范措施主要落实在 “专门
性”

1．设立专管小组。 指定由法院纪
检部门人员、执行部门廉政监督员、财
会人员组成的专管小组对执行款物进

行管理， 定期对执行款物专用账户进
行梳理，对存疑款物进行核对处理。

2．建立专门审批。 科学建立、严格
执行款物发放的专门审批制度。 对特
大金额的执行款发放审批制度应更为

严格科学，防止随意性。 笔者认为，对
大额度执行款的发放支付， 除了原有
需合议庭负责讨论、 局长和分管院领
导把关审批外， 还须经专管小组成员
参与监督。

3．设置专门手续。 严格确立认真
审查领取执行款物的手续。 对当事人
身份证明、委托手续、申领数额等事项
进行细致审查。 无异议的当日执行款
物当日发放， 不能当日发放的存入执
行专户； 未能当日领取的执行物统一
管理。

另外， 要针对存在执行风险的环
节和问题， 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和执
行廉政监督卡填报制度， 健全执行人
员执法档案， 确保执行办案管理、评
价、考核更加科学有效。

（作者单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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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东、黄文春、王玉芹：本院受理黄宝山与长春市双阳区建
筑工程公司、长春市双阳区建设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黄宝山已经
死亡，本案中止诉讼。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审判监督二庭表明是否参加本案诉讼， 逾期则视为你们放弃
诉讼权利，本院将终结本案诉讼。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兴敏：本院受理原告王响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

河北雅自达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乡县人民
政府诉你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平民初字第 160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平乡县人民法院
吴江永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学兵、韩红妹：本院受

理原告苏州通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江永鑫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苏州科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吴江市
松陵房屋维修有限公司、顾玉林、张学兵、韩红妹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吴江商初字第
02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刘军、朱虹：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结束，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3）园商初字第 02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沙纬昱：本院受理原告葛振道诉你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大海商
初字第 4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受理了申请人广东中誉设计院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 对其遗失的票据号码为 GA/
0100151524， 出票人为广东中誉设计院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0年 8月 13日，持票人为广东中誉设计院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为 20000 元的支票一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4月 12日作出了（2013）
佛城法民一催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
发出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广东中誉设计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曹永兵： 本院受理原告丁明森诉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大海商初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曹永兵： 本院受理原告周洪宝诉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大海商初字第 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庆君申请宣告张起东死亡一案，经查：张起东，
男 ， 汉 族 ，1989 年 2 月 15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231083198902153630， 住黑龙江省海林市新安朝鲜族镇东和村
东和路 121 号，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经辽宁省长海县公安局广鹿边防派出所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

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张起东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褚洪亮：本委受理申请人营口市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你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营仲裁字（2013）第 42 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委领取，期满未取，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十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 本委地址：营口市金牛山大街西 11 号，电话：0417-
2990805 营口仲裁委员会

2013年 7月 4日
董刚：本委受理申请人营口市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你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营仲裁字（2013）第 41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委领取，期满未取，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十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此
案 。 本委地址 ： 营口市金牛山大街西 11 号 ， 电话 ：0417-
2990805 营口仲裁委员会

2013年 7月 4日

王树增（系邢台市开发区邢兴达建筑材料厂业主）：本会受
理的福建新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新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与你之间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不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邢仲裁字第 064 号裁决书，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邢台
市红星街 139号 邮政编码：054001 电话 0319-3288737）

邢台仲裁委员会

刘忠发：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南城支行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3）合仲字第 213 号应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证据材料 、仲裁规则 （附举证规则 ）、仲裁员名册等。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方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
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15 日和 20 日内。 公
告期满后的第 16 日本委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20 日下午 3 时，在本委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上
述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 ， 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胡晶钰，工作证号京
朝法-199，人民法院工作证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干警蔡凤、陶晓熔、叶照平、邱清朗、徐长卿、张少军、
吴远滨、郑国君的工作证各壹本，现已遗失，证号分别为 04033、
04039、04050、04051、04055、04061、04074、04075。 现声明作废。

[福建]光泽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何蕊，不慎将工作证、执行公

务证遗失（证件号码为 LS534号）。 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丢失空白

转账支票 7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
载：票号为 00991729、00991730、00991744、00991747、00991748、

00991749、00991750，均无票据金额及出票日期、出票人、持票人及
背书人均为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贷款兰州城市交

通项目工程“B02”项目经理财务部、付款银行兰州银行安宁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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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喀左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为 10400052 20846903、10400052 20846904 以上 2 张银
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 2012年 11月 5日，到期日均为 2013
年 5月 5日，每张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10000元，出票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为长春市佳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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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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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请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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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喀左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
号码为 10400052 20846890，出票日期 2012年 5月 22日，到期日
2012年 11月 22日，票据金额人民币 3000元，出票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为北京华弘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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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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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请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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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余市远海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为 10300051 23043898，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行
农行上虞市支行，出票人上虞市晨光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收款
人绍兴市强祥不锈钢有限公司， 出票日 2013 年 1 月 15 日，到
期日 201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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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上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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