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晓燕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32 稿件传真（０１０）67550782 电子信箱押anjian＠ｒｍｆｙｂ．ｃn

本报讯 近日， 重庆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肖某故意杀人一

案中， 法官在审查该案的 DNA 鉴
定意见时， 发现被害人小冉所穿内
裤上有非被告人肖某的不明男性的

DNA。 经过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
查， 终于挖出被害人小冉在遇害前
曾遭张某猥亵的 “案中案”。

2012 年 10 月 6 日， 重庆秀山
县溶溪镇一村民在一空置楼房内发

现一具小女孩尸体。 公安部门经调
查， 抓获了被告人肖某。 肖某在侦
查阶段及庭审中对自己杀害小冉的

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 该案承办法
官又对该案所有证据二次复核， 在
审查鉴定意见时， 发现现场提取的
被害人小冉衣物中两处斑痕检出了

不明男性 Y-STR 基因。
后经补充鉴定， 确定被害人衣

物上的基因与被害人家族男性亲属

的基因均不一致 。 为查清不明
DNA 的来源， 法院建议公诉机关
进行补充侦查， 公诉机关在补查侦
查期间， 在被害人住所地附近抽取
约 150 名男性的血液比对， 发现内
裤上的 Y-STR 基因与当地男子张
某的基因一致 。 经调查取证和审
讯， 张某供称案发前一周对小冉实
施了猥亵， 但张某否认自己杀害小
冉。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肖某
对故意杀害被害人小冉的事实供述

的经过、 细节与现勘情况吻合。 同
时， 本案没有张某参与杀害被害人
的证据， 张某杀人嫌疑被排除。 被
告人肖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充分。 鉴于肖某犯罪时系未
成年人， 且归案后坦白罪行， 依法
判决被告人肖某犯故意杀人罪， 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陈小康 万永福）

据新华社合肥 10 月 25 日电 （记
者 刘美子） 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郭超因受贿、 贪污、 滥用职权
24 日被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郭超曾担任合肥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 管委会主任多年 ， 2009 年 1 月当
选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2 年 2
月， 安徽省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法院审理查明 ， 郭超 2001 年至
2011 年 10 年间，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
人在减免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土地出
让、 缓减免交项目建设配套费、 工程建
设、 变更土地用途及工程项目审批等方
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相关企业和个人
人民币 569 万元、 港币 20 万元； 通过
国有公司为其实际占用的公司垫资代建

工程并让国有公司高价回购的方式， 非
法侵吞国有资产 675.0117 万元人民币；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198.57 万
元人民币。

六安中院以受贿罪、 贪污罪和滥用
职权罪判处被告人郭超无期徒刑，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30 万元， 并依法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1244.0117 万元、 港币 20 万元。

宣判后， 郭超当庭表示不上诉。

本报天津 10 月 25 日电 （记者
张晓敏 通讯员 李炳霞 赵亚锋） 今
天，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天津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绑架罪犯刘云志，
贩卖、 运输毒品罪犯陈健辉依法执行死
刑。

2012 年 3 月 30 日， 刘云志以购买
大额保险为由， 将从事保险销售工作的
曹某骗到了他租住的平房内， 持尖刀将
曹某捅伤。 当晚， 曹某失血过多死亡。
刘云志将曹某尸体拖拽至浴室内肢解，
并于第二天夜间将曹某的尸块、 衣物及
随身携带的部分物品分散抛弃。 4 月 1
日， 刘云志向曹某的丈夫发短信称曹某
被绑架， 并索要赎金 8 万元， 曹某的丈
夫随即报警。

2011 年 12 月下旬， 陈健辉从 “小
吴” （在逃） 处购买冰毒 400 克， 于当
日雇佣司机驾驶汽车与邹永莉 （已判
刑） 一起将冰毒从深圳运至天津贩卖。
截至案发， 陈健辉共实施贩卖、 运输毒
品犯罪 6 次 ， 累计贩卖 、 运输冰毒
7200 克。

本报合肥 10 月 25 日电 今天 ，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编

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
被告人陈跃有期徒刑三年。

今年 2 月 21 日， 陈跃为挽留负气
离开的女友， 先后两次拨打合肥骆岗机
场电话， 谎称其女友乘坐的合肥飞往深
圳的 ZH9786 航班上有炸弹， 导致航班
启动 2 级应急预案， 并紧急备降南昌机
场。 160 名旅客被滞留南昌长达 11 个
小时。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陈跃谎称飞
机上有危险物品， 导致机场启动应急预
案， 航班中途备降， 造成航班延误， 影
响了正常的航空秩序和安全， 严重扰乱
了社会秩序 ， 并造成直接损失 8 万余
元， 其行为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 被告人陈跃当庭表示服判
不上诉。 （周瑞平 程婷）

合肥人大原副主任
郭超一审被判无期

绑架他人勒索钱财
贩卖运输毒品害人

谎称炸弹逼降飞机
一男子被判刑三年

对于刘顺的死， 有人觉得冤枉， 有
人觉得 “这种人 ， 打死活该 ”。 日前 ，
在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故

意伤害案件中 ， 伤人者打着 “为民除
害” 的名义乱棍教训疑似 “小偷” 的被
害人刘顺， 引发一场关于正义、 生命、
法律的讨论。

致命的相遇

刘顺， 殁年 57 岁， 是村里的五保
户， 在附近各村落非常不受待见。 很多
村民都叫他 “偷牛贼 ”。 一提及刘顺 ，
马上就有村民说他 “平时与人关系非常
差、 经常喝多了酒骂人， 还会到处做些
小偷小摸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讨厌他”，
“人不太检点， 与村民关系不和， 经常
有小偷小摸的行为”。

大家都防着刘顺也就罢了 ， 然而
2012 年 10 月 11 日的傍晚 ， 一场相遇
却要了刘顺的命。

阿明是刚满 15 岁的少年。 当天傍
晚， 他跟随同村的堂哥阿贵、 阿林、 阿
军、 阿斌和阿全等人骑摩托车到镇里吃
馄饨。 刚好， 刘顺也在旁边的卖鱼档聊
天。

这时， 阿贵顺势说起， 几天前刘顺

曾到他们村里偷东西。 几个年轻人一
合计， 决定 “教训” 刘顺， 让他 “以
后不敢再来咱们村偷东西 ”。 于是 ，
他们开始一路尾随刘顺。

19 时多， 阿明等六人在一处偏
僻村道将刘顺拦下， 强行将其押上摩
托车 ， 带至村内一处空地进行 “审
判”。 “审判” 过程并不顺利， 由于
刘顺拒不承认在他们村偷过东西， 阿
明等六人开始拳打脚踢， 并用竹棍等
对刘顺殴打 。 殴打持续了近一个小
时， 刘顺扛不住， 终于承认偷了村里
耕牛并答应赔钱 。 阿明等人这才罢
手， 并将浑身是血的刘顺载至村小学
附近的杂草地 ， 把他扔下后逃离现
场。

次日， 路过的村民发现刘顺并报
警， 救护车赶来后发现刘已死亡。

案发后， 阿明、 阿贵和阿林等三
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阿军、 阿斌和阿
全被通缉， 至今未归案。

联名求情信

归案后， 阿明、 阿贵和阿林很快
就交代了劫持、 殴打刘顺致其死亡的
事实 ， 经教育后认识到犯罪后果严

重。
然而， 案件的办理却一波三折。
刘顺的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

相反阿明等人所在自然村的数百名村民

自发联名向公安局、 检察院和法院等递
交求情书 ， 认为被告人是在 “为民除

害”。
求情信列举了刘顺的多条罪状 ，

“刘顺长期游手好闲， 游走附近各自然
村偷盗村民的财物， 并有故意赤裸全身
行走村中等伤风败俗的流氓行为， 是本
村的一 ‘害’”， 因此村民一致认为： 阿

明等六人教训并打死刘顺， 是 “为民除
害”， 政法机关理应从轻发落。

怀集法院经审理认为 ， 阿明 、 阿
贵和阿林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一人

死亡 ，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
鉴于阿明犯罪时未满 18 岁， 依法可从
轻或减轻处罚 ； 阿明 、 阿贵和阿林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 认罪
态度好 ， 有悔罪表现 ， 可酌情从轻处
罚。 据此， 怀集法院判处阿明有期徒刑
五年， 判处阿贵和阿林有期徒刑各十一
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聚焦“小偷”刘顺之死
林劲标 梁兆周 麦彦彦

特别
关注

刘顺死了， 背着 “偷牛贼” 名声去
了。

他的死亡没能掀起多大的波澜，人
们甚至还将故意伤害他的行为称之为

“为民除害”的义举。 且不说还没有真凭
实据断定刘顺是“小偷”，即便就是被抓
个现行，在这苦苦求饶的生命面前，如何
能因为这些财产下得了如此的重手？

回到案发的地点广东省怀集县， 这
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县。 在这儿的农
村， 耕牛是农民最宝贵的财产。 “耕牛
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具， 更是农民的命根
子， 他们对耕牛十分爱惜、 呵护。” 怀

集县法院副院长何莉珍告诉笔者， 夸张
点说， 他们的耕牛被偷了， 就像孩子被
人抱走了一样， 那种焦急与痛恨是外人
不能理解的。

在案发地， 常常出现牛被偷走的事
件， 村民也很无奈。 为了保护财产， 一
旦发现偷牛贼， 那么用暴力的形式惩罚
侵犯自己财产和尊严的盗贼便成为了首

选。
何莉珍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 参与

殴打刘顺的阿明等六人貌似有冠冕堂皇

的理由： 刘顺在一定范围内被人评价为
“一害”， 仿佛人人 “得而诛之”。 “教

训教训” 刘顺是为了维护村里的平安，
形成某种震慑力， 告诉外界 “我们村不
是好惹的 ”， 并以此巩固村里的治安 。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村民的联名信。
这种 “正义 ” 其实是民间的 “私刑 ”，
这种私刑不仅是对法治的漠视， 更是对
生命的漠视。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在法律制度日
益完备的今天， 为何依然无法避免此类
事件的发生。 在农村， 法律制度在某种
程度上的失灵给一些以暴制暴、 以牙还
牙的乡俗、 民约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也
使得他们解决问题时采取的办法时常游

离于法律之外 。 帮农民杜绝耕牛再丢
失， 而不是把全部责任推卸给农民， 更
考验相关管理部门的智慧。

依法治国， 不仅要在城市， 更要走
向广袤的农村。 防止 “私刑除贼” 的悲
剧再次发生， 法治任重道远。

“私刑除贼”何时了
林劲标

■案外评点■

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

员 师 光）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一起因企业联保

互保引发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 判处
被告厦门市万亨欣进出口公司 、 董
某、 曾某、 姜某等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 ， 2012 年 4 月 1
日， 启高公司向赣州银行申请银行承

兑汇票敞口额度 2000 万元 。 5 月 28
日， 万亨欣公司向赣州银行出具 《银行
承兑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启高公司与
赣州银行签订的 《银行承兑协议》 项下
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日， 董
某 、 曾某 、 姜某分别向赣州银行出具
《保证书》， 自愿为启高公司在赣州银行
办理敞口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 启高公司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11 日
之间分别与赣州银行签订 35 份 《银行
承兑协议》， 扣除启高公司缴存的承兑
保证金， 该 35 张承兑汇票敞口金额共
计 1999.95 万元。 期满后因启高公司未
交足保证金导致赣州银行对外垫付汇票

金额， 实际垫款 1953 万余元。 万亨欣
公司、 董某、 曾某、 姜某亦未按照约定

履行保证还款义务。
法院认为， 因主债务人启高公司未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责任， 董某、曾
某、 姜某作为保证人应向赣州银行承担
相应的连带还款责任， 判决被告万亨欣
公司、董某、曾某、姜某偿还赣州银行厦
门分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及罚息。

至此， 厦门中院已审结了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招商银行、 厦门银行、 厦门
农村商业银行、 新联商业银行、 中信银
行、 集友银行、 赣州银行等为原告起诉
启高公司、 万亨欣公司等互保或联保的
借款合同案件共 14 件， 涉案金额达 1.9
亿余元， 均判决启高公司、 万亨欣公司
等承担还款责任或保证责任。

本报讯 假冒性感女生通过微信

钓来色男， 再介绍给他人卖淫赚钱。
10 月 24 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这起利用微信介绍卖淫案作出

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被告人汪某犯
介绍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
处罚金 5 万元。

现年 21 岁的汪某是南通某高校
在读学生。 2012 年 9 月，汪某用手机
申请了名为“一半的秋”的微信号。 他

故意将性别设为女性， 并用一张性感女
性的背影照片作为自己的头像。 因其微
信地址在学校，很多男网友看到头像后，
误以为他是大学女生， 纷纷提出要加他
为好友， 有的还问其能不能提供有偿性
服务。

囊中羞涩的汪某突发奇想， 利用微
信交友介绍给前女友卖淫赚钱， 自己从
中拿提成。 他询问前女友浦某愿不愿意
提供有偿性服务， 浦某表示答应。 2012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 汪某把一个有需
求男网友的微信号告诉了浦某， 浦某按
约到一家宾馆和对方发生了性关系。 事
后， 浦某收了 800 元钱， 分给汪某 300
元 。 初次尝到甜头后 ， 汪某 、 浦某约
定， 由汪某介绍 “生意” 给浦某， 浦某
分给汪某介绍费。

此后， 汪某又发展了孙某、 陶某两
名女孩， 并约定嫖资 800 元以上的， 汪
某每次提成 300 元， 800 元以下每次提

成 200 元 。 2012 年 12 月至今年 3 月 ，
汪某先后介绍卖淫 14 次 ， 获 “提成 ”
4000 余元。 3 月 1 日， 汪某在学校被公
安机关抓获。

“当公安机关从课堂上把我带走，
我才明白自己违反了法律。 因为自己的
无知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红线， 我充满
了悔恨和惭愧……” 在法庭上， 汪某痛
哭流涕， 悔恨不已。

该案承办法官周怀洲提醒， 广大网
民要加强自律， 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和网
络法规 ， 不要利用微信散布色情 、 传
销、 虚假广告等不良信息， 否则很可能
因此触犯刑律。

（顾建兵 陈 美）

利用微信介绍卖淫 在校学生获刑六年

据记者了解，2011 年以来，厦门
两级法院受理金融借款案件 3063
件，发现企业贷款联保现象十分严重，
如先后发生东方龙公司、万亨欣公司、
启高公司、力鹏公司、迈士通公司等倒
闭系列案件 50 余起， 涉及不同银行
借款案件少则五六件，多则 10 余件，
标的额均在 5000 万元以上。

企业联保潜存金融风险：
一是企业联保放大了贷款担保能

力， 极易引发大量连锁危机出现群聚
效应， 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企业联
保在市场上升期有助于集中规模优

势， 更易获得银行批贷， 能放大信用

倍数。 但是， 一旦市场下滑， 一家或多
家企业出现偿付困难， 资金链风险就会
顺着担保链条危及全部联保企业， 往往
导致一损俱损， 风险系数放大， 形成系
统性风险。

二是企业联保或企业与个人互保极

易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联保企业连锁倒
闭， 进而引发大量债务纠纷、 拖欠工人

工资等连锁社会问题 。 公司法定代表
人、 股东个人参与为企业联保， 不仅容
易为个人利用企业联保制度大肆向银行

借款举债， 而且极易导致企业联保债务
发生， 法定代表人、 大股东携款逃跑，
恶意躲债问题， 为企业债务后续清偿制
造障碍。

对此， 厦门中院法官建议： 一是严

格限制金融机构借款采取关联企业联保

的担保方式。 金融借款应重视对贷款人
自身贷款资质的审查， 重视企业成长性
审查和对贷款用途的监管， 而不得单纯
追求联保的担保形式， 尤其是关联企业
之间往往存在各种利益联系， 潜在的金
融借款风险巨大。 二是谨慎采用非关联
企业之间互相担保方式， 使企业与企业
之间形成监督， 通过企业的监督一定程
度上减少贷款风险的发生。 三是金融机
构应建立贷款人、 担保人贷款、 担保记
录联网查询系统， 参与联保的数额作为
各家金融机构贷款信用、 还款能力的考
查依据。

涉及八家银行 案值 1.9亿余元
厦门审结系列企业联保互保引发的纠纷案件

■新闻观察■

企业联保潜存金融风险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尤冰宁

复核证据发现不明DNA
杀人案挖出猥亵案中案

藤山富雄 （日本国籍 ，护照号码 TG7483901） ，张蔡平
（身份证号码 350127196302073636 ） ：本机关于 2013 年 7
月 5 日 ，作出融规 ［2013 ］罚字第 001 号 《行政处罚决定
书 》 ，决定没收你们位于龙田镇上一村 ，建筑面积约 36000
■之违法建设 ， 并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以公告方式送达
予你 。现公告期已满 。你必须于收到本通知书起十日内将
违法建设内所有人员 、物品迁离 ，腾空该违法建设 ，以便
移交相关部门 。特此通知 。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 ，即
视为送达 。 福清市城乡规局

2013年 10月 17日

庄其钦：申请执行人梁大力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安徽省亳州市金铎公证处(2011)皖亳金公证字第 3280号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3)皖亳金公证字第 1482号
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申请，
本院于 2013年 7月 09日依法立案执行。 因相关法律文书在邮
寄送达时被退回，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执行通知书、(2013)亳
执字第 00050号及(2013)亳执字第 00050-1号执行裁定书、房地
产评估报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珠海市盛新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市斗门县海汇船务工程有
限公司、珠海市日源航道疏浚发展有限公司、黄买达：本院受理
原告卢锦超诉你们追加被执行人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3）斗法民二执加字第 1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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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张云飞：本院执行的尚仁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广执字第 68-3 号执行裁定书，限
你接到本通知之日起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请你于公
告期满次日九时来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刘玉宾： 本院受理刘平与刘玉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
（2011）唐民初字第 952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唐执字第 272号执行裁定书。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期限届满后，我院将依
法对涉案资产进行拍卖。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到我院执
行二庭领取执行裁定书。 [河北]唐县人民法院

闻恒、王卫芳、闻忠：本院已受理河南建信工程机械管理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2405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于本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按照（2012）金民二初字第 4807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
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履行，则强制执
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灿伟、王鑫：本院已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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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执字第 2402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于本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
内，按照（2011）金民二初字第 5090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并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履行，则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闫少清、林敏：本院已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需对本院（2013）金执
字第 1344 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 拍卖标的物进行拍卖。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标的物的评估报告以及办理有关拍

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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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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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此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朱军岭：本院已受理合肥中建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需对本院（2012）金执字第 4-1 号
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标的物进行拍卖。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标的物的评估报告以及办理有关拍卖工作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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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执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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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
执行此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晋俊清、孙佳琳：本院受理张艳申请执行本院（2013）北民
一初字第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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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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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武汉太阳城娱乐有限公司、武汉汉金首饰有限公司：本院

在执行（2004）武执字第 414 号申请执行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路支行申请执行武汉太阳城娱乐有限公司、武汉汉金首
饰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本院受理
后，依法进行审查并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二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13）鄂武汉中执裁字第 00068号执行裁定书。 限你二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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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华珍、沈汉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余跃进申请执行你
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
（2013） 鄂江汉执字第 01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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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裁定书送达
后立即生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毛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周秀兰、李方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申请人周秀兰、李方友申请执行（2012）鄂黄石港民二初
字第 00079、00080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
鄂黄石港执字第 00214、00215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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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委托，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
对申请执行人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生生

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立案执行，案号为（2012）鄂
宜中执字第 42、43 号。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中介机构
对被执行人位于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陈家冲村 ， 地号为
183203108，面积为 60994.0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
卖，经两次公开拍卖均流拍。 申请执行人 2013 年 6 月 24 日申
请以该土地第二次拍卖保留价 1199 万元作价抵偿债务。 本院
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作出（2012）鄂宜昌中执字第 00042-3 号
执行裁定书， 裁定将该土地使用权作价 1199 万元交付申请执
行人抵偿债务。 现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该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明：本院受理申请人汪章云等人申请执行你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赣开执字第
299、300、301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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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对你
名下的豫 PB6919、豫 PF260 挂重型平板半挂车进行评估拍卖，
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六个工作日上午九时，在本院司法技术处
公开随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评估结束后即委托拍卖，期间的
评估、拍卖程序中你应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权利的视为放弃
权利。 除拍卖公告外，评估、拍卖程序本院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许永全、陆永珍：本院受理的周丽琴与许永全、陆永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对登记在许永全、陆永珍名下坐落于苏
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碧波二村 3幢 406室房屋进行了评估。 评估
总价值为人民币 864900 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吴

执字第 0823 号执行通知书、（2013）吴执字第 0823-2 号民事裁
定书及苏金九估价 FC（2013）第 253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估价
报告结果有异议，你们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
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上述财产。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恒竹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汪绍伟申请执行

（2013）南民执字第 1293 号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通知书及（2013）南民
执字第 1293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兴安实业公司：本院受理杜春申请执行（2001）长南

法民执字第 654 号欠款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恢
复执行通知书、（2001） 长南法民执字第 654 号执行裁定书和
（2001）长南法民执字第 654-2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次日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尹保祥：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3）
中执字第 1156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向申请执行人偿付执行款人
民币 44.5万元及迟延履行金。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逾期不付将对抵押物辽 Ｂ178Ｇ9号车辆依法予以
评估拍卖。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唐余昌：我院执行的龙玉双申请执行唐树礼、唐艳、唐刚
昌、唐有昌、唐贵昌、唐余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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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立执字第 184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越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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