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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飞信特区

英山：

争创“公信法院”

威慑不够还是执法不严？□ 郑玮娜 周慧敏

□ 潘林青 叶 婧 凌军辉法治观察

三问旅游法“首秀表现”
10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开始实施，“重拳”治理零负团费、欺客宰客等困扰旅游行业多

年的“顽疾”。 受此影响，我国多地旅游线路价格较往年同期都出现上涨。 法规卡住了回扣等“隐形收入”，
“涨价”能否换来“质优”？ 不文明出行的“到此一游”能否终结？ 法规能否倒逼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

许昌:
听取基层法官心声

铜鼓：

明信片征求意见建议

兴业：

增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

“涨价” 能否换来 “质优”？

旅游法明确提出， 旅行社不得以
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 诱骗旅
游者， 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明
令禁止 “零负团费”、 强迫购物等行
为。

不少业内人士反映， 受此影响，
我国多地旅游线路价格较往年同期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记者查询到
多条旅游线路已经涨价， 比如 8 月时
报价为 5380 元的 “台湾环岛 8 日游
标准团 A （济南起止 ） ” 涨为 7480
元； 江西多家旅行社前往港澳台、 韩
国、 日本、 东南亚等地的出境游线路
涨幅高达 50%至 100%。

“与其说这是 ‘涨价’， 不如说它
是一种高性价比的 ‘回归’。” 山东旅
游规划设计院院长陈国忠认为， 旅游
法实施之后 ， 游客将消费得更加明
白， 旅行社也将调整战略， 提高游客
旅游的舒适度， 从而提高旅游质量。

对于新旅游法带来的冲击， 一些
做散拼团旅游的中小旅行社感到压力

很大。 南京一位民营旅行社负责人告
诉记者， 由于出境游报价大幅攀升，
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十一” 后的业
务量大幅降低， 行业面临再次洗牌。
然而， 也有业内人士反映， “价高”
未必 “质优”， 一些旅行社还是玩起
“变相拿回扣”、 “强制加项目” 等多
个花招来 “蒙骗” 消费者。 比如， 将
游客送至偏僻的景点、 酒店 “自由活
动”， 周围只有少数几家可供购物的
商店。

“到此一游” 能否终结？

10 月 1 日上午 ， 济南趵突泉 、

大明湖等较为知名景区已是人头攒

动 。 虽然绝大部分游客举止较为文
明， 但仍然可以看见随意丢弃垃圾、
购票插队、 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

有位妇女甚至抱着年幼的儿子在树边小

便， 甚为不雅。
法国卢浮宫泡脚 、 埃及神庙里刻

字、 帕劳海边扔垃圾……近年来， 中国

人出境旅游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但一些
游客在黄金周旅游时表现出来的不文明

行为， 不仅损害了国人形象， 也拷问着
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

为此， 旅游法规定， “旅游者在旅
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

公德，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文化传统
和宗教信仰， 爱护旅游资源， 保护生态
环境， 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山东银座旅游有限公司导游牛猛认

为， 尽管这些年出境游客整体素质有所
提高， 但有些人在无意识中就把国内的
“不拘小节” 带出国门， 比如闯红灯过
马路、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丢垃
圾，产生了恶劣影响。旅游法倡导文明出
行，这些不文明行为有望减少。

也有人并不“乐观”。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法政学院院长杨富斌等专家认为，文
明出行属于旅游者义务，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旅游者的个人素质，目前旅游法对不文
明行为主要靠教化而非“严法”，不文明出
行不可能一下子就“刹住”。

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国敏告

诉记者，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 游客乱刻、 乱画等损坏
国家文物的行为依然会受到法律的制

裁， 情节严重还可拘留。 但在现实中，
一些旅游者对很多明文规定视若无睹，
偏要留下拙劣题记。

刘国敏说， 对于在文物古迹上乱刻
乱画等不文明的行为， 不管是国内游客
还是国外游客， 都应该受到谴责， 这是
决不允许的事。 应当加大追究与处罚力
度， 这样才能为旅游法实施提供更加有
力的保障与支持。 （据新华社）

图为国庆长假期间， 大批游客来到
旅游胜地湖南湘西凤凰游玩。 古城内大
街小巷的数万游客摩肩接踵， 古城外的
空地上也停满了自驾游的小车。

龙弘涛 摄

眼下， 旅游对于国人来说已经由过
去的 “奢侈品” 变为 “必需品”， 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家门甚至国门， 我国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大国。 中国旅游
研究院 7 月份发布的报告预计， 今年旅
游接待总人数 33.83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0%； 旅游总收入 2.87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11%。

不少专家认为 ， 我国虽是旅游大
国， 但并非旅游强国， 希望旅游法的实
施能够提供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 。 不
过， 想要从根本上治理旅游业多年形成
的畸形发展模式和顽疾仍然任重而道

远， 光靠一部法律显然远远不够。
一位资深法律人士表示， 其实在旅

游法之前， 我国不少法律法规都对一些
旅游业顽疾进行治理 ， 比如旅行社条
例、 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对
于零负团费、 强迫购物、 销售假冒伪劣
旅游产品、 景区随意涨价等行为作出了
明确规定。 但由于有关部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顽疾难以治愈。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

授许峰则认为， 由于国内导游的薪酬主
要由旅行社发放， 导游和游客的契约关
系尚未建立 ， 导游的服务品质难以监
管， 导致旅行社、 导游、 游客之间无法
形成良性互动。 因此， 可借鉴网络购物
“好评差评” 的方式， 将导游和旅行社
资料汇总到第三方信息平台上， 由游客
对导游和旅行社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如果获得差评高于某一数值， 主管部门
应介入调查， 情况属实应予以处罚。

陈国忠说， 旅游法作为行业大法，
难以顾全旅游经营活动中的各种细节，
需要各部门配合， 规范旅行社、 景区等
各个主体行为 ， 促进旅游行业健康发
展。

旅游法于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
“十一” 黄金周正是对新法实施的一次
检验 。 然而 ， 黄金周期间 ， 景区 “爆
棚 ”、 游客 “滞留 ”、 游客被强制消费
甚至被辱骂等不和谐事件让新法遭遇

尴尬 ， 是新法威慑力不够还是执法力
度不严？

新法实施遭遇旅游乱象

10 月 2 日， 四川九寨沟景区入园
人数超载， 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 4000
余游客滞留在山上； 黄金周期间， 云南
香格里拉景区出现强制消费， 随后， 游
客到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局投诉， 却遭
到执法人员辱骂……

自从今年 4 月通过旅游法， 这部法
律身上承载了旅游行业太多的良好期

盼， 人们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这部法律来
终结种种旅游乱象。 然而， 事实证明，
旅游法实施的第一个黄金周依然暴露出

很多问题。

尽管九寨沟管理局等部门随后就游

客滞留问题正式道歉， 并承诺对购买 2
日进沟门票的游客全额退款； 迪庆藏族
自治州决定对 “香格里拉旅游乱象” 中
所涉及旅行社处以 10 万元罚款， 停业
整顿 1 个月， 将相应执法人员调离迪庆
藏族自治州旅游执法支队， 涉事导游吊
销相应证件， 但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
仍有不满意的声音， 认为这样的处理结
果不足以彰显新法的威慑力。

有业内人士认为， 新法实施后的第
一个黄金周各种旅游乱象并未被开出最

严厉的罚单， 如果法律实施一开始不能
做到杀一儆百， 那会大大减弱法律的威
慑力和执法力度。

新法考验政府执法力度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虽
然这次国庆黄金周有一些旅游乱象， 但
旅游市场总体还是比较平稳， 跟往年比
较 ， 旅游法的威慑力还是起作用的 。

“旅游法是治理行业秩序、 提高服务品
质的一把利器， 法律的贯彻实施有一个
过程， 不能因为阶段性困难就对法律失
去信心。” 他说 ， 旅游乱象由来已久 ，
应理性看待旅游法效力和黄金周效果的

关系。
三亚市旅游协会执行会长陈国江也

认为， 新法实施后的第一个黄金周， 大
众对旅游环境和旅游市场的规范都非常

关注， 这恰恰是旅游法在起作用。 陈国
江说， 旅游乱象的事件只能说明， 一些
政府监管部门、 旅游企业对旅游法重视
不够。 “一方面政府监管不到位， 另一
方面一些旅行社还是按照原来的套路在

试水， 看新法的实施力度到底如何？ 有
没有空子可钻？ 这正是在考验政府的执
法力度。”

有法律人士指出， 在旅游法出台之
前， 旅行社条例、 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
等法律法规早就对于零负团费、 强迫购
物、 销售假冒伪劣旅游产品、 景区随意

涨价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治理规定， 但
由于有关部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顽
疾难以治愈。

散客时代面临新考验

很多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 尽管旅
游法在实施前有诸多解读， 但是旅游行
业对旅游法实施后的变化仍然始料未

及 ， 特别是对散客时代的来临重视不
够。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
表示， 这个黄金周， 传统的观光团队游
客大大减少， 而散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井喷， 这反映出旅游法实施推动着中国
旅游发生质的变化。

王健生说， 传统观光游时代是 “保
姆” 时代， 而现在是个性化、 多元化的
休闲旅游时代， 无论对政府还是旅游企
业来说， 这都是一大挑战和考验。 “在
传统观光游时代， 旅行社和导游对游客
提供的是保姆式服务， 但当散客时代来
临， 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准备好了吗？ 对

于散客时代的消费方式， 该怎样提供相
应的服务和管理， 这些都是面临的新问
题。”

王健生表示， 今年 2 月国务院颁布
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在国民旅游休闲环

境、 基础设施建设， 产品开发、 服务质
量等方面提出了任务和措施。 旅游法的
实施正好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形成呼

应， 引领中国旅游从大众观光旅游向休
闲旅游转型升级， 但从黄金周暴露的旅
游乱象来看， 政府和企业仍然停留在大
众观光游的服务方式和管理体系。

戴斌认为， 旅游法重点解决了团队
游客的问题， 但是对散客关注不够。 散
客的权益如何保障， 将是中国旅游业下
一步需要研究的课题。

王健生建议， 各地政府应尽快出台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实施方法， 政府和
企业要转变观念， 把思路和行动统一到
国民休闲旅游上来， 在旅游法依法治旅
的环境下， 旅游乱象问题将迎刃而解。

新法能否倒逼
“旅游大国” 升级？

本报讯 10 月 9 日 ， 湖北省
英山县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 进
一步研究推进司法公开工作， 争创
“公信法院”。

该院成立了 “创公信法院” 活
动领导小组， 制定下发了 《“创公
信法院” 活动实施方案》， 全面落
实公开审判制度， 将立案、 庭审、
执行、 听证、 裁判文书、 审务、 审
判纪律等方面， 按法律规定能公开
的予以公开。 （杜立钧）

本报讯 近日， 河南省许昌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国栋带领十余

名人大常委会委员、 人大代表就法
院执行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并先后
到鄢陵县、 禹州市等地查看执行指
挥中心建设情况， 与基层一线执行
法官举行座谈， 听取基层执行法官
的心声。

调研组高度评价了全市法院的

执行工作 ， 同时建议加大执行力
度 、 创新工作机制 、 实行阳光执
行。 （朱耀宇）

本报讯 近日， 江西省铜鼓县
人民法院制作了精美的明信片， 送
至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部分
群众，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法院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明信片主要包括该院近年来所

取得的工作成绩介绍、 服务承诺和
征求意见、 建议三部分内容。

（张荣辉 高胜敏）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业

县人民法院主动接受人大评议、 检
查、 视察，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及人民群众旁听庭审， 并积极听
取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 加强民间沟通， 不定期
开展走访当事人活动， 听取民意，
了解民情， 答复群众的疑难问题，
增强法院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交

流。 （罗世光）

准格尔旗：

陪审率达到 90%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

旗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选聘人民陪

审员 ， 目前 ， 经旗人大常委会任
命， 共有 19 名人民陪审员工作在
审判一线。 今年 1 至 9 月， 人民陪
审员共参与审理案件 629 件， 陪审
率达到 90%。 （邱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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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玲、沈卫星：申请执行人廖文生与被执行人林白玲、沈
卫星债权纠纷一案，申请人廖文生申请执行（2012）芗民初字第
7390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委托漳州华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
执行人林白玲名下的址于漳州市芗城区宝龙大厦 703 室房屋
进行评估，已作出漳诚评报字（2013）第 053 号评估报告书，评
估价格为：784100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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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南光珠海公司：本院受理中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
们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已委托珠海正拓
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中国南光有限公司

珠海分公司所有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西路（猪腰山）房产
（原证号码：2538734、原珠房字号：018188）进行评估。 现该评估
公司向本院出具珠正拓估字 【2013】ZTO544-1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书（初稿），经评估上述房产的价值为人民币叁佰柒拾伍万柒
仟肆佰肆拾圆整。因你们公司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司公
告送达珠正拓估字【2013】ZTO544-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初
稿），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第二十六条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委托评估工
作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七日即
视为送达。如你们公司对评估报告书（预评）有异议，请于十五日
内用书面意见回复本院。逾期不回复，本院将对上述评估房产进
行依法处理。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莞寮步福昌电子厂、东昌贸易株式会社：（2010）东一法
民一初字第 10893 号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仍未自觉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已依法委托评估单位对你已被查封的位于
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村北门工业区的机器设备部分进行评估，评
估价为 29900 元。 现依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委托评估、拍卖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七日即送达。 如对

评估报告内容有异议，可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
异议书。 逾期不提出异议，亦不自觉履行义务的，本院将依法委
托拍卖对已评估的财产进行公开拍卖，得款清偿本案债务及支
付评估、拍卖、执行等费用。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张文利：本院受理张吉刚申请执行（2013）裕民二初字第
00004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纠纷一案 。 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2013）裕执字第 336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天津一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分公司、天津一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奥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占
华申请执行（2010）广民初字第 212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广执字第 245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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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李福东：李卫军申请执行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李
卫军申请执行（2013）开民初字第 247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3）开发执字第 127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及（2013）开发执字第 1272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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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明录： 本院受理王呈南申请执行你劳动报酬案执行中，依
法查封你的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电厂中路 23号楼 47号，房屋座
落：湛河区南环路火电一公司 23号楼西 4单元 4楼中户房屋（产
权证号：0201031274）一套。已进入司法评估、拍卖程序。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司法评估、拍卖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请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第 2日上午 9时到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技术处参加选择评估机构（如未按时到场参加选择可于次
日上午 9时到该处领取选定机构通知），第 5日上午 9时到现场勘
察， 第 40日上午 9时到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领取评估报
告书， 第 55日上午 9时到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选择拍卖
机构（如未按时到场参加选择可于次日上午 9时到该处领取选定
机构通知）。 如你未到场参加勘察的、未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或未领

取选定机构通知的、 未领取评估报告书或在领取评估报告书 10
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及其依据的、在选择拍卖机构前既未全面履
行生效判决也未参加选择拍卖机构或未领取选定拍卖机构通知

的，不影响依法评估、拍卖该标的。 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
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河南]新乡县人民法院

上海宝淳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本
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上海新裕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宝淳

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中远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存储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同时本院
依照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长县民初字第 3368、3369 号民
事判决书，将诉讼保全财产（钢板及低合金板）已交付申请执行
人， 申请执行人同意上述二执行案件执行完毕。 现依法送达
（2013）长县执字 580、581 号执行结案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燕华森贸易公司、 深圳粤海新雨实业有限公司：本
院在执行黄宝林与株洲市瑞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瑞尔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但
对你（单位）享有到期债权，现申请执行人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
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执行你（单位）的到期债务。 经审查，本院
认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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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六十
七条的规定，通知如下：1、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请立即
向申请执行人黄宝林履行（1998）深罗法经初字第 118 号民事
判决书、（2000）深福法经初字第 87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还
款义务，并不得向被执行人瑞尔公司清偿。 2、如有异议，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的，本通知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3、自公告之日起，仍擅自向被执行人瑞尔公司

履行，造成已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履行的财产范围内
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本院将依法追究妨害执行的
法律责任。 逾期不履行又不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阙海波：本院受理仇献与你（2013）株荷法民一初字第 472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按照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
务，我院决定对你所有的坐落于株洲市荷塘区金钩山路 701号大众
家园 4、5栋 506（5栋 502）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 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次日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随机选择
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并对该
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湖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曾楚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雷满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未履行（2013）祁民初字 31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我院依法提取你在大江水库管理所的工程款，现向你
依法公告送达(2013)祁执字第 25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和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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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发放标的款并对剩余款项强制执
行。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张家胜：本院执行的刘翠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怀鹤执字第 39-2
号执行裁定书，本裁定书裁定拍卖你所有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中
路 408 号市粮食局内 1 栋 801 室房产。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周平：本院受理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社与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需对被执行人周平所经营的湘林证字（2009）第
430800321640 号 、430800321641 号 、430800315374 号 、
430800321642 号林地上的林木价值及上述四宗林地在使用期
限内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
书》及《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在本院立案庭选择评估机构。 自选定鉴定机构次日起第 40 日
（节假日顺延）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 10 日

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将依法进行拍卖程序。 定于异议期满第
15 日（节假日顺延）到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信息技术管理
科选择拍卖机构。 [湖南]中方县人民法院

钱福林、盛妹珍：本院受理执行的苏州吴门典当行有限公
司昆山分公司诉钱福林、盛妹珍典当纠纷一案，因你不履行本
院（2012）昆商初字第 0736 号民事判决，本院已评估你抵押的
昆山开发区西苑新村 1 号店面 7 室估价 1334184 元、玉山镇仓
基园 1 号楼 406 室估价 659877 元、香樟园 11 号楼 407 室估价
1429946元，10号车库估价 12万元，全部室内电器 10047.5 元，
现将估价报告、本院（2013）昆执字第 1132 号拍卖裁定予以公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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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法院书面提出，逾期既不提异议也
不归还欠款及利息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不再另行通知。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顾敏、杨云仙：本院受理吴建伟申请执行你二人其他合同纠

纷一案， 已对杨云仙所有的溪北新村 176-702室房屋评估完毕，
现依法向你送达公信评估（2013）第 S007号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
本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异议书。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香港春佳实业有限公司天津代表处： 本院受理的赵雅洁、
赵志庭、 高维亭申请执行香港春佳实业有限公司天津代表处
（2010)新民一初字第 11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公告送达
(2010)新执字第 509 号以物抵债民事裁定书，将你处所有的津
FX3068号宝马车按最后流拍价 26.3万元抵偿申请人部分赔偿
款。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刘洪亮、贾咏梅：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鄂尔多斯市大华建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刘洪亮、 贾咏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申请执行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作出的（2012）鄂
中法民一初字第 00224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鄂尔多斯市九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鄂九
估字（2013）91号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并将查封的房屋公开进行拍卖，一
切责任自负。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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