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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力度就是大 ， 恶意赖账
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不管钱最终能
否拿到手， 我都要对法院的努力表示
感谢！” 2012 年 12 月 17 日， 随着新野
法院对张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案的宣

判刚刚落音 ， 坐在被害人席上的董某
便立即起身鼓掌， 感激地说。

2011 年， 董某将拖欠自己 11 万余
元的张某起诉到新野法院 ， 后双方达
成一致调解意见， 但张某逾期未还款。
新野法院接到执行申请后 ， 依法对张

某的一台拖拉机和一台砖机进行了查

封 ， 但张某却偷偷将砖机卖掉并隐藏
转移了被扣押的拖拉机 ， 导致执行陷
入困境 。 在多次警告下 ， 张某仍不积
极配合执行 。 法院遂依法将张某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 ， 张某最终被以拒不执
行判决 、 裁定罪 ， 从重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南阳中院坚持对因规避执行行为

导致执行不能的被执行人重拳出击 ，
不断加大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裁

判义务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 。 联合市
检察院 、 公安局和司法局在媒体上发
布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 建立打击
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 裁定罪

的四机关联动机制。 法院在执行中遇有拒
不履行、 拒不协助或妨碍执行， 认为构成
犯罪的，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在
接到法院移送的有关 “拒执罪” 的证据材
料后， 及时审查， 凡构成犯罪的及时立案，
补充完善相关证据后， 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呈请批捕； 检察机关对构成犯罪的及时办
理批捕手续， 及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依法起诉； 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起诉
书后， 及时开庭审理， 公正裁判， 确保对
“拒执罪” 的惩处力度。

南阳：不履行法院判决寸步难行

周口市两级法院建立 “执行指
挥中心 ” 领导小组 ， 与公安 、 检
察、 工商、 国税、 地税等 10 家单
位联合下发了 《关于启动执行联动
机制建立被执行人信息联网查询通

知》， 建立被执行人信息联网查询
系统。 针对全市两级法院执行工作
的特殊性和执行队伍的实际情况，
在增设案件执行指挥中心专门机构

的基础上， 实施 “六严” 战略， 即
严选高素质人员， 严格规避案件范
围 ， 严查未执原因 ， 严肃组织纪
律 ， 严定执行预案和严格执行效
率。 该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

意见》 要求， 全市两级法院适时运
用执行风险告知清， 查封、 扣押财
产登记清， 被执行人线索定位清，
案件限期执结清和执行款物兑付清

的 “五清” 制度， 确保每起案件都
能得到实质性执行。

周口市胡某申请某县盛汇热电

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 该院在执
行过程中， 面对该公司停业经营多
年无年检、 无房产、 汽车、 银行存
款四无局面， 执行人员进北京、 到
广州追踪原公司的法人代表下落，
最后将目标索定在平顶山市。 经过
对原法人代表调查， 深查原始审卷
宗材料， 原公司在某供电公司转入
60 万， 并由原告进行了诉前保全，
执行最终排除多方阻挠， 依法作出
由某供电公司向申请人承担 60 万
元的执行裁定， 并从该公司账户中
扣划。

周口中院在此执行工作中要求

全市两级法院对那些陈年旧案、 抗
法顽症案、 规避执行案， 要穷尽职
责、 穷尽方式、 穷尽措施， 坚决树
立法律威严 ， 竭力消除 “空调白
判” 现象， 务必走出 “清完又积”、
“边清边积” 的怪圈。 他们普遍使
用了报告财产令。 每案发出报告财
产令 ， 对拒不申报 、 拒不如实申
报、 私自藏匿或转移财产的被执行
人， 坚决依法进行严惩。 实行了执
行联络。 联络公安、 工商、 银行、
纪检等职能部门， 对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的被执行人， 向相关单位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 限制高消费， 限
制出境 ； 停止办理一切项目的备
案、 核准、 审批等有关手续。 职能
部门联席。 对在执行案件中， 有关
领导不作为、 乱作为或给法院设置
障碍等行为， 主动与纪检、 监察、
检察、 公安等职能部门取得联系，
出台相关文件， 对拒不执行的有关
领导按法定程序给予党政纪处分，
构成犯罪的及时调查取证、 批捕、
起诉， 确保责任人员能够得到及时
追究。 推行交叉执行。 针对行政干
预、 地方保护而导致确实无法执行
的案件， 快速上报上级法院裁定指
定执行。 实行有奖举报。 举报人根
据人民法院所公告、 报刊登载、 电
视曝光的被执行人基本情况、 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基本内容等有针对性

地进行举报。 在规定期限内， 将举
报内容详细地投寄到法院所设立的

举报信箱内， 或以打电话、 发传真
的形式告知。 经查证属实， 并能予
以执行的， 按规定从执行到位款中
给予奖励。

新野法院在执行工作中严格贯彻

“快速执行”， 以最快速度实现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该院建立快速执行机制， 以 “高效
执行” 为原则， 创新执行工作管理、 运
行模式， 实现执行工作的信息化、 规范
化管理 。 结合该院实际情况 ， 制定了
《快速执行操作规程》， 将执行案件按审
判流程分设为快速执行程序和正常执行

程序， 所有新收案件先按照快速执行程
序办理， 要求在一个月内实现集中查控
被执行人财产、 送达法律文书、 异议听
证审查、 及时有效采取强制措施， 力争
在一个月内办结。 一个月内不能结案的
必须详细报告执行情况后， 再交接流转
至正常程序继续执行。 同时该院对每一
个流程节点都在内、 外网上及时录入信
息， 实时进行监控管理。

对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申请

人又属于特困群体的案件， 新野法院在
党委的领导下， 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规
范的执行救助制度。 将特困群体救助制
度纳入财政预算 ， 对救助的对象 、 金
额、 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做到有规可
依， 有章可循。 今年以来， 该院共向财
政部门申请司法救助资金 40 余万元对
14 名当事人进行了救助。 同时对涉及
被执行人因服刑、 下岗、 重病、 残疾或
企业经营困难等原因导致确无或暂无履

行能力 ， 而申请人生活困难的 ， 除按
《关于对特困群体实施司法救助的意见》
的规定实施司法救助外， 还积极主动与
民政部门联系， 争取将他们纳入农村低
保、 城镇低保范围。

申请执行人汪兴分与被执行人高俊

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 ， 被执行人
在监狱服刑 ， 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 ，
而申请执行人汪兴分身体残疾丧失劳

动能力 ， 因生活困难走上上访缠诉之
路 。 经该院领导多次与政府协调已分
批给予 6 万元救助金 ， 解决其生活实
际困难 ， 使当事人感到党和国家的关
心和温暖。

新野法院建立 “执行监督员 ” 和
“执行联络员 ” 制度 ， 邀请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参与信访疑难案件的执行， 协
助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该院选聘了
6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担任执行监督
员， 参与法院执行工作。 今年以来， 共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与重大、 疑
难案件的执行 4 次， 参与执行听证、 和
解 7 次。 并建立起覆盖全县各乡镇的基
层协助执行网络， 共 267 名基层执行联
络员可及时向法院及基层法庭提供执行

信息。

周口：
向素质要质效

商水法院与相关部门互动 ， 对部分
“赖账户” 采取限制出境， 限制高消费， 悬
赏执行， 媒体曝光等方式， 借助全社会力
量挤压 “赖账户” 活动空间， 迫使 “赖账
户” 主动履行义务。

生意人李某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 向
某银行商水县支行借款 15 万元， 妻子王某
为连带责任人， 期限为 1 年。 到期后李某
未履行还款义务被该支行起诉到法院。 判
决生效后， 李某夫妇仍未按规定履行判决
义务， 支行申请执行后， 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 法院通过多种途径找不到李某， 经过

查找也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 执
行人员考虑到 ， 李某经常做生意 ， 不
可能无财产 、 无存款 ， 可能已将财产
转移 。 于是该院及时将情况通报给公
安机关 ， 使李某夫妇成为被限制出境
对象。 7 月， 中考结束后， 李某夫妇准
备带女儿到国外旅游 ， 当其来到公安
机关办理出境手续时 ， 被告知已被列
为限制出境对象 。 第二天 ， 李某立马
与申请执行人取得联系 ， 将所欠本息
一次性还清。

为保障案件的顺利执行， 商水法院

注重发挥基层组织优势， 依靠乡村基层
组织 ， 在各村选出 3 至5 名执行联络
员， 配合、 协助法院调查了解被执行人
居住和财产状况， 协助送达法律文书，
做好被执行人思想工作， 并及时向法院
提供执行信息和有利于执行的建议和方

案。
被执行人黄某为躲避执行 ， 将自

己所有的四轮车放在其连襟王某家

中 ， 法院执行法官根据联络人提供的
信息，来到王某家却未见到车辆 ，在疑
惑之际与村执行联络员取得电话联

系，联络员告诉执行法官 ，王某之父的
家里前几天停放了一辆四轮车 。 执行
法官根据这一消息，来到了王某父亲家
中 ， 而王某父亲认为自己不是被执行
人， 拒不配合 ， 声称四轮车属自己所
有，并纠集其亲属到场准备阻拦。 执行
联络员得知情况后立刻到达现场，与执
行法官一起向王某父亲讲明作伪证及

暴力抗法的后果，并让其与被执行人黄
某取得联系 。 黄某迫于法院的强制措
施，和亲戚及时筹集了执行款 ，当场履
行了义务。

集中整治，破解执行难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金 波 刘 伟 卢国伟 王 彬 曹 萌

河南法院针对群众反映的案件执行难的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持续开展破解执行难的集中活动，特别是为了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教育和惩戒，依法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提升司
法公信力，河南三级法院通过在全省开展“倡导诚信、见证执行”活动，维护了法律权威，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新野：
彰显人文关怀

执行法官到申请人家中送去执行款。 执行法官向当事人发宣传材料。 法官给申请人发执行款。

“我今天是来咨询怎么履行债
务 ， 顺便看看咱们微信上公布的内容
能否取消 ？” 7 月 30 日 ， 方城县某公
司的代表人李某来到南阳中院宣传处

咨询。
原来李某的公司因恶意规避法院

生效判决执行 ， 被南阳中院通过 “天
平南阳 ” 微信平台进行了曝光公布 。
让李某着急的原因是 ， 微信的发布被
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另一家公司看

到 ， 那家公司考虑到李某的信誉有
污 ， 便将其拉入了 “黑名单 ” ， 直接
影响了李某公司的业务拓展 。 了解情
况后 ， 南阳中院宣传处告诉李某失信
名单已经公布便不能再取消 ， 只有及
时履行义务才能挽回声誉 。 最终促使
李某主动履行了债务 。 据了解 ， 这是

2013 年南阳中院公布的第二批失信人
名单， 同批被曝光的还有 9 名失信人。

为扩大执行工作的社会影响 ， 南
阳中院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 ， 出动宣
传车 ， 悬挂宣传标语和条幅 ， 到社区
及主要街道发放执行宣传资料； 向市、
县主要新闻媒体公开发表致全体债务

人的一封信， 在媒体、 网站、 微博微信平
台上曝光赖账者； 召开债务人清偿兑现大
会， 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宣
传曝光赖账者活动以及法院执行工作取得

的成效； 与媒体联合， 采取案例曝光、 热
点评论、 跟踪报道、 专栏连载等多种形式
切实宣传好法律政策形势， 引导被执行人
知羞而做诚信之人， 敦促赖账者自觉履行
债务 ， 有力地推进了执行工作的深入开
展。

让被执行人自觉还债

“悔不该为了这点钱逃那么远 ，
担惊受怕不说 ， 还被罚了款 ， 得不偿
失啊！” 时至今日， 为逃避执行远赴贵
州打工的杨某 ， 每每谈到自己的 “逃
债” 经历都是悔恨不已。

邓州市的杨某为逃避执行 ，只身
远赴贵州省从江县打工 。 2012年 6
月 ， 邓州法院执行干警在杨某的一

工友处得到了杨某从从江县打来电

话的一座机号码 。 发现这一线索后 ，
执行人员便不顾辛苦 ， 连夜赶往从
江县 ， 并对当地银行开展拉网式排
查 ，最终查到了杨某的银行账户 ，并

及时予以冻结 ， 走投无路的杨某遂主
动找到法院 ，履行了义务 。 杨某的行为
也因涉及规避执行 ， 并被邓州法院罚
款 2000元 。

自 2011 年起， 为有效化解执行案件

“人难觅、财难寻、案难结”的难题，南阳中
院探索建立了执行联络员制度，把政治觉
悟高、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善于做群众工
作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聘为执行联络员，其
主要职责是提供一切有利于执行的线索，
协助解决案件执行中的一些矛盾。 向法院
提供出杨某电话信息的工友正是邓州法

院的一名执行联络员。

让逃债者无处可藏身

让恶意赖账受到严惩

商水：强制与教育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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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爱民：本院受理张五河申请执行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公
司、高爱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包
九原执字第 15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包九原执
字第 150 号、第 150－1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陈英：本院受理高峰申请执行张栓柱、陈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包九原执字第 193 号民事裁
定书确定的义务：查封被执行人张栓柱与你共有的位于包头市
九原区韩庆坝二社区房屋一处。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任宝福：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
乌兰支行与你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采取拍卖措
施执行裁定书（2012）固法执字第 182 号、（2012）固法执字第
244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固阳县人民法院
王春光、柴金花：我院受理原告孙元新诉被告张晓军、韩守

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作出（2013）寿民
初字第 4727-1 号民事裁定，依据原告的申请，依法查封了原告
张晓军在（2012）寿丰民初字第 3367 号案件中对你方享有的债
权，保全价值 1650000 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
协助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你方不得向被告张晓军支付上述款项。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徐光、车志超：本院执行的封占军申请执行你们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青法执字第 1729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扣留、提取商业
险），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次日起叁日内履行法律义务。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强制执行。 [山东]青州市人民法院

任建民：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昌乐巡龙工艺礼品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任建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好查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本院（2013）乐法执字第 121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
你单位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被
执行人任建民偿还申请执行人昌乐巡龙工艺礼品有限公司货

款 43567 元，案件受理费 1389 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昌乐县人民法院

孔庆武： 本院受理曹书仙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济宁成达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曲阜

市南关居委有朋路双乾胡同 19 号住宅用房进行评估， 现已作
出鲁成评 2013090601-602 号房产市场价值估价报告， 该住宅
用房翻修前后的市场评估价值为 275346元、349976 元；同时本
院已作出（2012）曲执字第 551-1 号拍卖裁定，现予以公告送
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
请，于异议期满后首个星期二(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到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B 楼）三楼第八调解室（联系电话
15763739728）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至将由济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随机选择，依法公开拍卖。 [山东]曲阜市人民法院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济宁市天翼
建筑安全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金执字第 585-1、2、3 号执行裁
定书和（2013）金执字第 585 号罚款决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罚款决
定书，可在本罚款决定书送达后三日内，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本罚款决定书的执
行。 [山东]金乡县人民法院

辽宁昌龙石化有限公司、锦州中油燃料油有限公司：本院执
行的莱州佳朋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滨中执字第 197号执行通知书和
（2013）滨中执字第 197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公司自法律文书送
达之日向本院履行（2013）滨中商初字第 1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鲁明： 本院受理游明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需对你已被查封的位于滨州市东海一路 1077号安康花苑南区 51
号楼 1单元 601室的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送达《选择评
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 404室选择评估机构。自选
定鉴定机构次日起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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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异议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 3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17室选择拍卖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郭文辉：本院受理闫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闫
莹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委托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你
位于滨城区市东办事处张皮村 205 国道西侧房产进行评估，已
作出滨海评报字 （3013） 第 126 号评估报告书 ， 评估价值
974166.24元， 现予以公告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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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定于异议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 3 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617室选择拍卖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郭文辉：本院受理梁燕燕、苏余良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需对你已被查封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小区的
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 404室选择评估机构。 自选定鉴定机构
次日起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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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 3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17
室选择拍卖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宝坤： 本院受理朱明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需对你已被查封的位于滨州市渤海三路 508号（滨印宿舍）西 6

号楼东 4 单元的房产一套 （房产证号 A-12496） 进行评估、拍
卖。现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
本院 404室选择评估机构。 自选定鉴定机构次日起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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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异议期满后第一
个星期二的下午 3 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17 室选择拍卖
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魏霞： 本院受理牟书香申请执行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需
对你已被查封的位于滨州市滨城区吉泰阳光小区 5 号楼 2-502
号房产一套（房产证号 A13135）进行评估、拍卖。 现向你送达
《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 404 室
选择评估机构。 自选定鉴定机构次日起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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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异议期满后第一个星期二
的下午 3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17室选择拍卖机构。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德州嘉特苗木有限公司、梁续辉、张建新：本院执行的祁■

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第一次拍卖流拍，现向你送达第
二次拍卖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拍卖由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实施，实施拍卖的时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次日起的第九十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第一工作日）上午十时，地点在本院拍卖
变现大厅。 你若有意参加竞买，可在拍卖实施日前一日工作日
结束前到拍卖实施单位办理竞拍手续并交纳保证金 10 万元
（联系电话 0534-6028399、2108998）。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常卫军：本院受理张金侠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苍执字第 79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次日起三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强
制执行。 [山东]苍山县人民法院

焦红：本院受理班建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3）苍执字第 842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苍山县人民法院
仇凤强：本院受理郯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及

仇景林、田明、仇小伟、徐会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对你所有
的庙山镇马站村房地产查封，现向你公告送达拍卖裁定书及临
东泰价评报字 [2013] 第 89 号价格评估报告书， 评估价格为
559005.31元。 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拍卖裁
定书及价格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书
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山东]郯城县人民法院

孙绍岭： 本院受理孙宗友申请执行你及孙绍西排除妨害纠
纷一案，已对你所有的杨树 16棵、乱红石院墙 11.5 平方米建筑
工时费用评估完毕，评估价格为 1450元，现向你公告送达郯价认
字（2013）49号价格认证结论书。 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价格评估结论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本价格认证结
论书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
期本评估结论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郯城县人民法院

山东金土地草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段德会、孙庆国与你
公司民间借贷、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郯执字第 609、611 及（2013）郯执字第 1017 号执行裁定
书。 拍卖你公司所有的位于临沂市郯城县庙山镇大埠工业园茶
安村办公楼一幢、平房三处（南平房、北传达室、东传达室）、配
电室一处（配电盘、变压器）、厕所一处、水泥地面、院外桥、院
墙、铁艺墙及土地使用权。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山东]郯城县人民法院

张言振、冯景华：申请执行人孙明宙与你们公证债权文书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你所有的位于菏泽市帝都花园小区 3号楼 2
单元 302室的房产 （房产证号 056259），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菏开技委字第 114号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三下
午十五时到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参加选择拍卖机

构， 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拍卖机构的进行和对
外委托拍卖的效力。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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