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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裁案件 ，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

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的规定 ， 结合民事审判实践 ，
就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

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制定
本解释。

第一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第十八条规定， 以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由驳回申请后， 当事人就同一纠
纷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条 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

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

日后或者签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作出的调解书后， 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 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
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

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
仲裁裁决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
就原纠纷提起诉讼。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当事人财产保全申

请的 ， 申请财产保全的当事人为申请
人。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一） 财产保全申请书；
（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发

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三）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 申请保全财产的具体情况。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可以责令

申请人提供担保 ，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
的， 裁定驳回申请。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农村土地承包

仲裁委员会提交的财产保全申请材料，
应当进行审查。 符合前条规定的， 应予
受理 ；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
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农村土地承包仲
裁委员会需要补齐的内容。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 应当于三日
内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农村

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财产保全申

请后， 应当在十日内作出裁定。 因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的，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
以延长五日。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 对情况紧急
的， 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 裁
定采取保全措施的 ， 应当立即开始执

行。
第七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

裁中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 在申请保全
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后， 自动转为诉
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 并适用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关
于查封、 扣押、 冻结期限的规定。

第八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当事人证据保全申

请的， 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 证据保全申请书；
（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发

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三）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 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情况。
对证据保全的具体程序事项， 适用

本解释第五、 六、 七条关于财产保全的
规定。

第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作出先行裁定后， 一方当事人依法向被
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
予受理和执行。

申请执行先行裁定的， 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一） 申请执行书；
（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

出的先行裁定书；
（三） 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
（四 ） 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担保情

况；
（五 ） 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

件。
第十条 当事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调解书、 裁决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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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
条规定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执
行。

第十一条 当事人因不服农村土地

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的， 起诉期从其收到裁决
书的次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本解释施行后， 人民法
院尚未审结的一审、 二审案件适用本解
释规定。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
判的案件， 本解释施行后依法再审的，
不适用本解释规定。

“三农” 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
中之重。 为妥善审理涉农纠纷， 实现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与诉讼的

顺畅对接， 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促
进农业发展、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最高
人民法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以下简
称调解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结合民
事审判实践， 于 1 月 23 日公布了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解
释》 公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
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出台背景

记者 ： 《解释 》 的出台背景是什
么？

负责人： 2009 年 6 月 27 日， 调解
仲裁法公布， 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加切实有效的纠纷解

决方式。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实现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无缝顺

畅对接， 也成为人民法院贯彻落实该法
的重点。

调解仲裁法中， 仲裁与诉讼的衔接
以及诉讼对仲裁的保障， 是人民法院在
实施该法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在启动 《解释》 的起草
工作后， 我们认真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 国务院法制办、 农业部、 各
级人民法院、 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基层一
线仲裁人员的意见。 在总结、 归纳、 吸
收这些意见的基础上， 经过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 仔细研究， 最
终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第 1601 次会议
通过了本 《解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记者：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是一种新的仲裁模式， 请问其与商
事仲裁和劳动争议仲裁有什么区别？

负责人： 首先， 商事仲裁采用的是
自愿仲裁原则和或裁或审原则。 商事仲

裁中 ， 须双方当事人事先达成仲裁协
议， 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同时， 除了仲裁
协议无效的情形外， 当事人已经达成仲
裁协议的， 不能再向人民法院起诉； 而
劳动争议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仲裁均不需要当事人事先达成仲裁协

议。 但是， 劳动争议仲裁和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仲裁也有区别， 劳动争议仲
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而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 仲裁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当事人可裁可诉。 其次， 商事仲裁采用
的是一裁终局模式， 法律仅针对仲裁裁
决规定了申请撤销和申请执行程序， 当
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也不能再行起
诉； 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律区分
终局性裁决和非终局性裁决， 对于终局
性裁决 ， 仅赋予劳动者提起诉讼的权
利， 对于非终局性裁决， 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对裁决不服的， 均有提起诉讼的权
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 任何
一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只要在
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起诉， 即可
使仲裁裁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仲裁法与法院业务的联系

记者： 调解仲裁法是一部主要规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的程序

性法律， 请问其与人民法院的业务都有
哪些联系？

负责人： 调解仲裁法虽然是一部主
要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的程序性法律， 但其中亦有多条与诉讼
相关的条文，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两大方
面： 一是仲裁与诉讼的衔接； 二是诉讼
对仲裁的保障。 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是重中之重。 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主要是
裁诉模式的建构， 正如我前面说的， 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一种全

新的裁诉模式， 当事人因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问题发生纠纷的， 可调可裁可诉，
这涉及到裁决书或调解书生效后能否再

向人民法院起诉 ， 以及诉的具体内容
等； 诉讼对仲裁的保障主要是仲裁中的
财产保全、 证据保全、 先行裁定和仲裁
裁决书 （调解书） 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仲裁与诉讼之衔接

记者： 正如您前面提到的， 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是一种全新的裁诉

模式， 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是重中之
重， 请问相关条文是如何规定的， 在理
解时需要重点注意什么问题？

负责人 ： 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方
面， 《解释》 主要就超过申请仲裁的时
效期间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如何处理、 仲
裁裁决书或调解书生效后再行向人民法

院起诉如何处理以及当事人直接向人民

法院请求撤销仲裁裁决如何处理等问题

作出了规定。 在理解时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调解仲裁法规定申请仲裁的

时效期间为二年， 如果申请超过该仲裁
时效期间， 被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驳回的， 当事人又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
是： 1.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 仲裁非诉
讼的前置程序， 因此， 仲裁时效与诉讼
时效的计算应各自独立。 认定当事人的
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人民法

院职责范围， 不能以仲裁的认定来代替
法院的认定， 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中， 对相应的请求权性质界定， 理论
和实务界均存在一定争议， 导致两者在
实践中掌握的认定标准不一定完全一

致 ； 2.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 应由人民法院在受理后的实体审理
中作出认定， 而不是在决定是否受理的
阶段； 3.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
规定，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
履行的，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因此， 在
实践中， 该类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
与审理其他民事案件一样， 只有在对方
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 人
民法院才依法审查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4.对于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 仲裁与诉讼是两种互相独
立的纠纷解决方式， 诉讼不以仲裁为前
提或基础， 也不对仲裁作出评断。 与其
他普通民事案件一样， 人民法院审查的
内容是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

效期间， 而不是审查仲裁委员会关于超
过仲裁时效的认定是否合法。 当然申请
仲裁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第二 ， 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生效
后， 当事人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不予
受理。 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是： 1.根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发生法
律效力的裁决书和调解书， 具有强制执
行力。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 执
行力是为了实现终局裁判所确立的权利

义务安排而存在， 终局裁判文书必须具
备 “执行力” 这一自然属性。 因此， 具
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书和调解书， 必然
是对纠纷的一种终局性的裁判， 按照一
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 对同一纠纷， 人
民法院不应再予处理； 2.从维护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公信力和推动建立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考虑， 亦不应
再赋予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生

效后另诉的权利； 3.从法律的具体规定
看， 调解仲裁法仅赋予当事人 30 天的
起诉期， 并未规定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书
30 日后起诉的权利。

第三， 就诉的具体内容， 当事人仅
能就原纠纷起诉， 而不能以撤销仲裁裁
决为诉讼请求 。 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
是： 根据调解仲裁法的设计， 仲裁非诉
讼的必经程序， 诉讼与仲裁是并列的两
种纠纷解决方式。 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
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不服， 自收到
裁决书起 30 日内依法提起诉讼的， 仲
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不存在维持或
撤销仲裁裁决的问题。 故人民法院没有
必要对仲裁裁决进行评断， 而应就当事
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决。 撤
销仲裁裁决是一个重大的裁诉制度设

计， 在调解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
下， 不应赋予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权
利。

诉讼对仲裁的保障问题

记者： 我们注意到， 《解释》 针对
诉讼对仲裁的保障问题， 也用了多个条
文进行规定， 请您解读一下在适用相关
条文时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负责人 ： 在诉讼对仲裁的保障方
面， 《解释》 主要就仲裁中向人民法院
申请财产保全、 证据保全、 执行先行裁
定和生效仲裁裁决书、 调解书的具体程
序问题作出了规定。 其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主要有： 1.对于财产保全， 《解释》
根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精神， 明确了不
必须由当事人提供担保 ， 是否提供担
保 ， 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自由裁
量， 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2.对
于仲裁中财产保全与诉讼的衔接， 《解
释》 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
定》 的有关规定， 采用自动转移模式。
但需要注意， 《解释》 适用的是 “申请
保全的当事人依法提起诉讼” 的情况，
而不适用被申请人依法提起诉讼的情

形； 3.对于执行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
调解仲裁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条件， 但现
有的司法解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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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作出了明
确规定 ， 在申请执行调解书或裁决书
时， 也应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 年 12月 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01 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4〕 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已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601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4 年 1 月 24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1 月 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诉讼的无缝顺畅对接”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漳州市朗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启高（厦门）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曾戍癸、姜虹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2012）漳
民初字第 171 号 ]，依法委托漳州龙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登
记在被执行人漳州市朗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的地址在福

建省华安县丰山镇的房产及其属下土地使用权和机器设备等

进行价格评估，现作出龙资评报字（2013）069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上述财产总评估值为人民币 68178887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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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建伟交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中国包装进
出口广东公司与你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粤华信估报字（20131200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你公
司位于廉江市良垌镇良垌农场旧办公场地的房地产（粤房地证
字 C2221948、C2221949号）评估价值为 80269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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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逾期本院将依法公
开处理。 [广东]廉江市人民法院

关永彬：本院受理的王金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安先执字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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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盛立栋： 本院受理王太振诉你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王太振申请执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
（2011）北民一初字第 15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北执字第 13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将房屋返还给申请
人王太振，房屋返还后到本院领取购房款 61000 元并承担申请
执行费 280元。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
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履行（2011）北民一初字第 15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

南书金、李月：根据张运平的申请，本院已依法委托驻马店
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你方所有的三套房屋（位于郑州市管城
区中州大道东、航海路南美林河畔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5 层的东
6号和东 8 号，金水区纬一路 1 号院瑞园小区 1 号楼 7 层 0732
号）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值为 2246725.00元。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驻马店市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驻中亚资评报字

（2013）第 063 号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并请在送达日期满后的第四个工作日到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

[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朱新春：本院受理申请人朱成文、朱海庭、贺长庚、曾江锋、朱

平和、朱少连、朱申发、肖新平申请执行本院（2010）双民一初字第
1144-1150号以及（2010）双民一初字第 1127号民事判决书系列
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双执字第 523-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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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双峰县人民法院

刘德民：本院受理的张学康等与你借款纠纷一案，依法委
托厦门东友会计事务所、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对你所有的厦门市坤驰联合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6.052﹪股份及位于厦门后江埭路 170 号地下车位进行评估，
已作出厦东会专审字(2013)ZX 第 0029 号专项审计报告及厦均
和 2013F03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吉托贸易有限公司、哈松磊、汤建安、哈红莹、江苏民
丰担保有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
有限公司、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
圣仓储有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申请执行（2012）锡商初字第 018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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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瑞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肖周华、郑琳、江苏民丰担保有
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杨
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
司、 王燕：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
（2013）锡商初字第 003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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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儒煜物资有限公司、郑晨、顾晓雅、上海创邦实业有限
公司、江苏民丰担保有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
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
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036 号民事判决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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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运驰贸易有限公司、周武、周民、江苏民丰担保有限公
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杨伟民、
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司、王
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2012）锡
商初字第 0205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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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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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广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张秀力、王平、江苏民丰担保
有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
司、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
有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
请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00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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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起航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叶谢菊、阮寿年、江苏民丰担保
有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
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
司、 王燕：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
（2013）锡商初字第 0001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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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东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叶裕安、肖雯、江苏民丰担保有
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杨
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
司、 王燕：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
（2012）锡商初字第 018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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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上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黄光香、陈鹏、江苏民丰担保
有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
司、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
有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
请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03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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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耀宁物资有限公司、吴昌社、肖美英、江苏民丰担保有
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
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
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
执行（2012）锡商初字第 019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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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睿恒物资有限公司、周碧芳、张明、江苏民丰担保有
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
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
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
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035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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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本创物资有限公司、徐雪琴、张景■、江苏民丰担保有
限公司、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联骥仓储有限公司、
杨伟民、张敏、顾丹礼、吴文锋、吴剑、周琼、无锡市德圣仓储有
限公司、王燕：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
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01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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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宝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郑晶晶、刘位福、无锡龙之杰
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郑自毅：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130 号民事判决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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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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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河南省陕县人民
法院对一起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案件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 依法以被告人王育
明、 任社忍、 白会荣、 张根成、 张红
博、 屈月铃犯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二个月至拘役六个月不等。

法院审理查明 ，2012 年年底至
2013 年 6 月底，被告人王育明 、任社
忍在没有任何证照的情况下， 购买鲜
奶精、糖精、色素等材料调配后兑入自
来水，假冒“娃哈哈”营养快线等饮料
对外销售。 期间，被告人白会荣、张根
成、张红博、屈月铃分别参与制作、销
售，非法所得 23570 元。 经检验，涉案
饮料甜蜜素、阿斯巴甜、安赛蜜等含量
严重超标。 （张 丽 薛喜梅）

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广东省委原常委周镇宏受审
新华社郑州 1 月 23 日电 （记

者 李丽静） 记者从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了解到，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23 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广东
省委原常委、 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在 23 日的庭审中， 信阳市人民
检察院指控， 2002 年 7 月至 2011 年
春节， 被告人周镇宏利用担任中共茂
名市委书记 、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
任，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 ， 为他人在职务晋
升、 企业经营、 当选政协常委和政协
委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先后多次收
受何俊海等 33 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
合人民币 2464 万余元。 此外， 周镇
宏还对折合人民币 3700 万余元的财
产不能说明来源。

庭审中， 法庭就起诉指控的事实
进行了法庭调查， 公诉机关出示了有
关证据， 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 周镇
宏的律师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 数十
名群众和媒体记者旁听了庭审。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逾千万
新余市人大原主任被判死缓
新华社南昌 1 月 23 日电 （记

者 胡锦武 赖 星） 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23 日在江西省十二届人大三
次会议上透露， 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
主任周建华近日经江西宜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 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
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目前， 此案正
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之中。

经法院审理查明， 周建华利用职
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先后 99
次 非 法 收 受 和 索 取 他 人 人 民 币

1023.3114 万元 、 美元 1.2 万元 、 港
币 15 万元、 金条三根 （各重 50 克）
以及价值人民币 23.58 万元的财物。

记者从检察机关获悉， 周建华在
收受他人贿赂后，利用职权，为请托人
在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人事安排及
人大代表当选等过程中提供便利。

周建华 1955 年 7 月出生， 曾任
南昌市西湖区委副书记、 区长、 区委
书记， 南昌市东湖区委书记， 南昌市
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政法委书记、
宣传部部长 ， 2004 年调任新余市委
副书记 ， 2011 年 9 月当选新余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饮料
陕县六被告人受到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