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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 年 9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89 次会议、 2013 年 9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9 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法释 〔2013〕 21号
为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等规
定，对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一）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

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
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二）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
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

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第二条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
节严重”：

（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
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
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
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
罚，又诽谤他人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

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一）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二）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
（三）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
（四）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
（五）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

家利益的；
（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
（七）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

利益的情形。
第四条 一年内多次实施利用信息

网络诽谤他人行为未经处理， 诽谤信息
实际被点击、浏览、转发次数累计计算构
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第五条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 恐吓
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
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
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四） 项的规
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第六条 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
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
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
次实施上述行为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
十四条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 以营利为
目的， 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
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
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 扰乱市场
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
营行为“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
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
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数额达到前

款规定的数额五倍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 “情节特别
严重”。

第八条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
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
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九条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犯罪，同
时又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损

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二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编造、 故意传
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犯罪的，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本解释所称信息网络，包
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
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

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
网等信息网络， 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
网络。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3 年 9 月 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589 次会议、 2013 年 9 月 2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
第 9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9 月 6 日

为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9 日
下午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具体规
范司法机关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等
刑事案件时的法律适用问题。 随后，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 《解释》 所涉有关问题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解释》出台的背景
记者：我国刑法对诽谤罪、寻衅滋事

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已有规定。
请问， 对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
寻衅滋事 、 敲诈勒索 、 非法经营等犯
罪， “两高” 为何又作出专门解释？

负责人： 近年来， 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 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包括通信网、 广
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在内的信息网络日益

普及， 已成为人民群众工作、 学习、 生
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信息网络
具有公共性、 匿名性、 便捷性等特点，
一些不法分子将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

犯罪平台， 恣意实施诽谤、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等犯罪， 侵犯公民
的名誉权、 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扰乱公
共秩序， 破坏市场秩序， 具有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 人民群众十分痛恨， 社会各
界反应强烈。 为满足同网络犯罪作斗争
的需要， 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长期调
研 、 广泛征求意见 、 科学论证的基础
上， 适时制定出台了 《解释》， 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 ， 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
要。 在信息网络上实施的诽谤、 敲诈勒
索等犯罪， 有的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
有的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网络造谣、
传谣行为， 导致网络空间上的信息真假
难辨， 也妨碍了网民从信息网络上获取
真实信息。 《解释》 依法惩治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 能够为受害者
伸张正义， 恢复名誉， 能够保护公民合
法财产不受侵犯， 也能够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规范、 有序、 健康的网络环境。

第二， 是明确法律依据有效打击犯
罪的需要。 当前，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
等犯罪活动猖獗。 与采取传统手段实
施的上述犯罪相比， 近些年来出现的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上述犯罪在客观

表现形式上具有特殊性， 但此类犯罪
毫无疑问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 由
于网络信息具有扩散范围广、 传播速
度快、 影响不易消除等特点， 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比采用传统

手段实施的上述犯罪具有更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 但由于我国刑法对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并无具体规

定， 因此实践中存在着法律适用不够
明确的问题。 《解释》 明确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的诽谤、 寻衅滋事、 敲诈
勒索、 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 有利于统一司法标准、 规范司法
行为， 有助于司法机关依法准确、 有
力地打击此类犯罪活动。

第三， 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需
要。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已经融为一
体、 不可分割。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
寻衅滋事等犯罪， 对社会公共秩序造
成了严重的破坏。 特别是编造虚假信
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的
行为， 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造成公共
秩序严重混乱。 《解释》 严密了刑事
法网， 依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有助
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为广大人民群
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 是保障公民表达权和监督
权的需要。 公民依法在信息网络上发
表言论， 行使宪法权利， 受我国法律
的保护 。 但信息网络上的 “言论自
由” 也并非没有边界。 任何一个国家
的法律都不会允许有诽谤他人的 “言
论自由”。 《解释》 厘清了在信息网
络上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公民可以
依法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表达权和监

督权。
第五， 是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

的需要。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使信
息网络不再是一方“净土”。 甚至还出现
一些职业化的“网络推手”，使信息网络
造谣、 传谣成为一种组织性较强的犯罪
活动，导致信息网络秩序“失范”，网络乱
象丛生，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解释》的出台，有助于规范网络秩序，强
化对信息网络的日常监管， 加大对违法
行为的整治力度，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
秩序。

实际上，为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
我国立法机关此前出台过相关的法律文

件。 2000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作出了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
定》，明确指出：利用互联网实施诽谤、敲
诈勒索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在信息网络迅速
发展，特别是互联网、通信网、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网“三网合一”趋势明显的背景
下，为统一法律适用，有必要对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的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等犯罪作出司法解释， 进一步
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

综上，《解释》的出台，有助于依法惩
治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的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
法经营等犯罪， 顺应了新时期广大人民
群众对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 规范信
息网络秩序的普遍期待和迫切要求。

《解释》制定的原则
记者：“两高”在制定《解释》过程中，

遵循了哪些基本原则？
负责人：《解释》 是新形势下依法惩

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等犯罪的重要法律
文件。 “两高”对此高度重视，非常审慎，
经过为期一年多的调研， 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征求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其他司
法机关、 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建

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反复修改
和完善， 现在终于完成。 总体上看，《解
释》 的内容符合立法精神和社会实际情
况。 在制定《解释》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
下原则。

第一，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依法解
释。 《解释》严格依照刑法所规定的诽谤
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
罪等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 结合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的上述犯罪的行为特征和实

际危害，明确了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各
个条文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符合罪刑
法定基本原则， 体现了依法解释的基本
要求。 同时，《解释》对相关犯罪“情节严
重”的认定标准、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等
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确保实践中严格依
法办案。

第二， 针对网络犯罪特点， 系统解
释。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只
是诽谤罪等传统犯罪在网络时代的新型

表现形式， 比传统的诽谤等犯罪有更大
的现实危害性。实践中，有人捏造损害他
人名誉的事实并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诽
谤他人；有人编造虚假信息，并在信息网
络上散布，起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有
人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 删除等方式处
理信息为由，对他人实施威胁、要挟，索
取公私财物；还有一些所谓“网络公关公
司”和“网络推手”，通过在信息网络上为
编造的虚假信息提供发帖等服务， 非法
牟取经济利益，聚敛钱财，等等。 诸如此
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 与采用传
统手段实施的犯罪一样， 也应当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针对当前人民群
众反映比较突出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

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
犯罪，《解释》根据刑法规定，结合上述犯
罪社会危害的特点，进行系统化的解释，
为依法打击上述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依据， 也为下一步深化信息网络犯罪立
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 立足司法实际需求， 科学解
释。伴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近年
来已经发生过一些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

人或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 人民法院
已按诽谤罪或者敲诈勒索罪进行了定罪

处罚，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因此，《解释》实际上是对司法实践经
验的科学总结。在《解释》制定过程中，我
们进行了充分调研， 在确定相关犯罪的
定罪量刑标准时， 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解释》
的具体规定符合司法实际， 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

第四，注重教育宣传引导，充分发挥
《解释》的作用。《解释》在制定过程中，坚
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坚持打击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罪与保护

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并重， 注重运用刑
罚手段在预防、规范、教育、指引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解释》立足当前实际，依法
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的相关犯罪， 有助于促进相关部门
加强对信息网络的日常管理， 完善网络
违法犯罪防范机制， 教育广大网民自觉
规范上网言行，达到“打击极少数，教育
大多数”的良好社会效果。由此可见，《解
释》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
律保障。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犯罪的认定

记者：《解释》 第一条至第三条的主
要内容是什么？ 实践中应当如何正确把
握？

负责人：《解释》 第一条至第三条分
别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的

行为方式、入罪标准、公诉条件等问题，
是《解释》的重要内容。

第一，《解释》 第一条分两款明确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的行为方

式，即“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认定问题。
具体包括三种行为方式：一是“捏造并散
布”，即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捏造损害
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
者组织、 指使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行为。 二是“篡改并散布”，即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
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

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
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三是“明
知虚假事实而散布”，即第二款规定的明
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
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行为，以“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论。上述行为均反映出
行为人具有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主观故

意，可以认定为诽谤罪的“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 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 每个人都应
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信息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那些肆意捏造事实，恶意诽谤
他人的行为人，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二， 《解释》 第二条明确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 由
于信息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以及网帖内

容不易根除等特点，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行为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现实危害后

果 。 《解释 》 第二条从诽谤信息被点
击、 浏览、 转发的数量， 诽谤行为造成
的实际危害后果， 诽谤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等方面， 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行为的入罪标准。 实践中， 有的不法
分子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息
网络上恶意散布， 在短时间内点击量数
以万计， 传播甚快， 流毒甚广， 给被害
人的工作、 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造
成被害人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 应当依
法以诽谤罪定罪处罚。

第三，《解释》 第三条明确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适用公诉程序的条

件。 根据刑法规定，诽谤罪是自诉案件，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除外。 《解释》第三条规定了引发群体性
事件，引发公共秩序混乱，引发民族、宗
教冲突，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造成
恶劣国际影响等七种情形， 应当认定为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可以
适用公诉程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 下转第四版

统一司法标准规范司法行为 积极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郑芝云、林乃国及相关住户人员：我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
陈瑛与被执行人郑芝云、林乃国民间借贷案中，裁定拍卖被执
行人郑芝云、林乃国其有的座落于福安市赛岐镇虹桥街春安巷
26 号 201 单元房及 109 号杂物间和 402 单元房及 107 号杂物
间。 现责令被执行人郑芝云、林乃国及上述房屋的所有住户，必
须在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从上述房屋中搬迁出来。 逾期仍未
搬迁的，我院将依法强制搬迁，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慈静静：本院受理周荣普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阜法执字第 196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院（2012）
阜民一初字第 41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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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阜城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宝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申请执行（2005）豫法民二终字第 131号民
事裁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0）郑执一字第 3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申请执行（2005）豫法民二终字第 133-140
号民事裁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0）郑执一字
第 35-42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彦勇、杜君艳：关于申请人杨金华申请执行你们一案，因
需对许彦勇名下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6 号 10 号楼 3 层
346号房屋一套房产进行价值评估。 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期满视为送达，公
告送达期满后 5 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则
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
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轻工经济技术进出口公司： 本院已受理黑石香港
投资（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借贷纠纷一案，现需
要对本院（2013）金执字第 128-1 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
卖标的物进行评估、拍卖。 因无法有效联系到你，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通知，公告之日起 60 日期满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评估、 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拍卖等有关事宜到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办理），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开封市安迪电镀化工有限公司、秦嫣：本院依据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2011）金民初字第 221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李祥
敏申请执行你们股东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3）金执字第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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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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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王素芳、宁鹏新：本院受理史永法申请执行本院（2012）北
民二初字第 23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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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河南安东投资有限公司、申跃文、宋文英：申请人刘占德与

被执行人河南安东投资有限公司、申跃文民间借款纠纷执行一
案，本院已依法受理并送达责令限期履行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至今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
作出（2013）文法执字第 00223 号执行裁定书对安阳市文峰区
家天下小区 8 号楼 2 单元 401 房产进行拍卖 ， 以强制执行
（2012）文民一初字第 858号民事判决书。 因不能直接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2013）文法执字第 00223 号裁定书
和地址送达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限你们于公
告期满后 3 日内（遇节假日顺延一日）到本院 A1116 号办公室

履行上述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
送达地址，逾期拒不提供或不确认的，以身份证中的住所地为
送达地址。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
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受送达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
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罗根华： 本院执行的武汉亚飞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罗根

华、严小玲债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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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委托湖北坤
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鄂坤衡鉴评字（2013）第 009 号
房产评估报告，告知你拥有的位于武汉市■口区崇仁路 110 号
银州商城 6 层 A05 号房产已评估，评估价为 113.08 万元，本院
拟进行委托拍卖抵偿债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

洪克森：申请执行人武汉鹏安物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洪克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鄂武昌执字第 0093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2）鄂武区民商初字第 00662 号民事
判决书中确定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刘丽、罗爱国：申请执行人曾志明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丽、
罗爱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鄂武昌执字第 0091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 3 日内履行（2012）鄂武昌民初字第 05547 号民事判决书中
确定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刘丽、罗爱国：申请执行人曾伟勋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丽、

罗爱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鄂武昌执字第 00915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 3 日内履行（2012）鄂武昌民初字第 06184 号民事判决书中
确定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刘浩、李霞：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四培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洪山法执字
第 00633 号、（2013）鄂洪山法执字第 00634 号执行通知书。 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2013）芙执字第 989-2 号 申请执行人湖南通程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文海波、周建容典当合同纠纷执行案，本院
(2012)芙民初字第 2781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
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本院于 2013年 8月 12日依
法委托湖南中企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文海波所有

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新村一号明媚星城 2栋 305号房屋
进行评估。 湖南中企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湘中房评字
【2013】 第 035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确定估价时点 2013年 8月
19日该房屋的评估总价为 57.273万元。 依照法律规定，本院公
告送达上述评估结果，同时公告送达（2013）芙执字第 989-2 号
执行裁定书，该裁定决定依法“拍卖被执行人文海波所有的位于
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新村一号明媚星城 2 栋 305 号房屋一套
（该房屋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天心字 711192385，产权面积 83.6平
方米）。 ”公告张贴后，被执行人应立即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二 O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潘文功：本院受理王杜修申请执行王杜修与被执行人潘文

功民间借贷纠纷（2011）宁民初字第 146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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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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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人民法院
容合群： 本院在执行詹海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需

对你所有的位于怀化市鹤城区梨园路 98 号福兴花园一栋 2 单
元 403 号住房一套 （房屋产权证号为 00095900， 建筑面积为

139.1 平方米）进行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
估、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选取评估、拍卖机构时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7 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地点在本院司法技术室办公室。 逾期
将依法缺席选取评估、拍卖机构。 二 0一三年九月四日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张达、杨波：本院受理李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有关评估机构对你名下坐落在金环水果市场内九间

门面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怀城房估函（2013）第 IV-290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
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向本院申请
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其军：本院受理田异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2012）

麻民二初字第 17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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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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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江毓昌、刘志珍：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刘钧与被执行人江毓

昌、刘志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3）赣开执字第 221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0）章民二初字第 188-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东港东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金和

等诉你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执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3）东执字第 1180-1189、1301-1305、1307-1317、1319、
1322 -1325、1327 -1329、1331、1333 -1339、1346 -1352、1342 -
1344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送达后即生效。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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