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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飞信特区
□ 本报记者 张宽明 本报通讯员 张羽馨会场聚焦

宿迁宿城：

法院工作获得好评

2014年的江苏两会圆满闭幕。 两会期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报告了“江苏法院全面推开网上司法
拍卖”的创新做法，引得代表委员们纷纷“点赞”。

据了解，从今年1月1日开始，江苏省法院系统全面推行司法拍卖上淘宝。 截至1月16日，省高院、13个中院、67个
基层法院入驻淘宝，拍卖涉案资产23件，成功拍卖涉案资产11件，成交金额206万元，平均溢价45.83%。预计今年2月，
全省144家法院司法拍卖将全部入驻淘宝网。

镇远：

聘请特约监督员咨询员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镇远县人

民法院向社会不同行业聘请6名特约
监督员、5名特邀咨询员并颁发证书。

该院此次聘请的“双员”均通过
县人大常委会等有关部门和组织推

荐，并征得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意，
经镇远法院政工、纪检部门审查，院
党组研究决定，颁发聘任书，任期5
年。 聘请的“双员”中，有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律师等社会各行各业人士，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 （赵 斌）

本报讯 2013 年以来，甘肃省
临洮县人民法院积极推行裁判文书

上网公布制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871 份， 并且决定今年实现裁判文
书生效后，7 日内全部及时上网。

该院将运用裁判文书纠错软

件， 细心校核文书， 防止出现错别
字、当事人信息前后不一致、法条引
用不当等错误信息， 确保裁判文书
准确无误，有效防止裁判文书“带病
出门”。 （丁永财）

临洮：

裁判文书生效七日上网

本报讯 岁末年初， 湖南省邵
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专门印制征求

意见函和意见表180份，附上专用信
封、贴足邮票寄送给辖区人大代表，
就2014年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加强
司法作风、 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广泛
征求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已收回意见函158份。
该院表示，将认真梳理人大代表的意
见、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并
及时向代表们反馈，力求做到件件有
回音、件件有落实。 （贺力平）

邵阳双清：

180份意见函广征民意

本报讯 1月16日，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召开， 听取并审议宿城法院
院长刘怀所作的法院工作报告。 与
会代表一致好评，全票通过。

2013年， 宿城法院共受理各类
案件12817件、审执结11251件，一线
法官人均结案208.35件。

（朱来宽）

广西 三个关键词涵盖审执工作

2014年1月21日上午，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张明远 摄

□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本报讯 1 月 15 日至 20 日河
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组成 16 个走
访小组， 集中走访县人大代表。

（宋 豫 艾晓辰）

新野：

集中走访人大代表

1月20日下午， 广西人民会堂气氛
庄严。 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与会代表摁下

桌上的表决器， 以95.13%的得票率表决
通过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决

议草案，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得票率连续六年创新高。

代表们表示， “改革”、 “为民”、
“公开” 是工作报告的三个关键词， 涵
盖了广西法院审判执行各项工作。

司法改革有新突破

“广西执行指挥中心试点建设成为
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的示范， 这是司法工
作的改革创新， 执结案件和执结金额两
项数字上升足以说明工作质量和效率，
是广西司法改革的有力举措。” 刘新文
代表说。

广西高院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在
全区法院组织开展 ‘改革创新年 ’ 活
动， 推进审判执行、 信息化等15项改革
措施， 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张晓
钦代表说， 自治区高院试点审判长负责
制、 执行指挥中心建设等改革措施， 创
造了不少全国先进经验， 得到了中央政
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何朝建代表说， 法院依托 “党委政
法委领导、 各联动部门参与、 人民法院
依法主办” 的广西模式， 在过去一年执
结了很多执行积案。 如通过党委政法委
协调联席会议机制， 协调执结重大案件
431件； 通过协助执行和执行联动， 实
现查控一体化， 查询账户127509个， 资
金12.95亿元； 地方党委、 政府也从资
金上大力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有效地促
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覃广周代表建议， 广西高院应制定
并严格执行联动司法、 职权配置等相关
制度， 建立基层法院的约束机制， 提高
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方海中代表建议， 自治区高院要不
断改革创新司法服务机制， 拓宽服务渠
道， 加强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 促进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防止和减少因行政
行为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

盾。
于娃宪代表建议， 全面推进涉法涉

诉的信访制度改革， 以往的信访制度造
成大量的信访案件的叠加， 应考虑把涉
法涉诉信访案件从普通案件中分离出

来， 引导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走向法治轨
道。

司法为民有新成效

广西法院注重民生问题， 积极维护
农民工权益， 积极调解征地拆迁纠纷，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如集中开展拖欠农
民工工资、 追索抚养、 赡养费等十类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

动， 执结案件8786件， 标的额3.25亿元，
其中执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2136件，
为上万名劳动者追回血汗钱； 集中开展
党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积案清

理活动 ， 清理案件1107件 ， 执结金额
9.56亿元。

“去年， 广西法院坚持把调解贯穿
于案件审理全过程 ， 努力做到案结事
了； 强调便民服务， 出台了破解 ‘立案
难’ 问题的38条改进措施， 司法为民工
作落到了实处。” 黄荣明代表说。

陈延国代表指出， 自治区高院开展
“无诉社区、 村屯” 创建活动， 推广判
后回访， 做好服判息诉工作， 加大司法
救助力度， 亮点突出。

徐海浪代表建议， 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涉诉涉法案件救助基金机制， 对一些
判决后得不到执行的案件当事人进行适

当的救助， 既可以解决法院判决后执行

难的问题， 又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强化法律在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 解决群众纠纷、 化解社会矛盾
中的权威地位，” 张振毅代表建议， “以
群众是否满意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延伸司法职能， 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司
法保障。”

黄志愿代表说， 当前中心城区征地
拆迁工作矛盾纠纷多， 建议自治区高院
加大对这类涉及民生、 敏感度和关注度
高的工作的法律指导， 加强对基层法院
适用法律工作的指导， 努力实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保障服务民生的

多赢局面。

司法公开有新进展

据悉，2013年，广西高院打造审判流
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12.8万余份， 直播案
件庭审3.1万余件；推行“网络联拍”，成
功拍卖涉诉财产1679件，成交金额19.32
亿元； 全区129个法院全部开通官方微
博；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全年一审案件
陪审率达98.48%；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媒体、专家学者“阳光评议”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 举办法院公众开放日活
动， 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全区法院系统建立审判流程信息
公开平台、裁判文书信息公开平台、执行
信息公开平台， 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 ”韦以明代表在审议报告时指出。

黄志伟代表说：“去年法院工作的亮
点在‘公开’，以公开确保公平，以公开确
保公平，以公平维护正义，司法公开工作
排在全国前列。 ”

李奕权代表指出， 法院工作非常突
出，履行职责好，完成了自治区党委的任
务。尤其是在司法公开工作方面，自觉接
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虚心听取人大
代表及各界代表的意见，诚恳接受建议，
做得很好，很满意。

梁鸿、 蒙臻等代表认同这种说法，他
们指出，广西高院积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
的监督，注重接受代表的意见建议，工作
越来越公开透明，司法越来越公平公正。

黄坚代表用 “勇气” 一词表达了对
法院推进司法公开透明， 主动接受人大
和社会各界监督的认可。 他指出， 广西
法院以公开促公正、 以透明保清廉， 率
先实现三级法院裁判文书同步上网。

法律支撑：
网上拍卖名正言顺

1月15日晚22时许，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上的首件拍

品———一辆起拍价29.5万元的白色宝
马5系轿车，以36.5万元的价格成功拍
出。

在12小时的竞价周期内，近5万人
次围观，历经36次竞价，3次延时，溢价
23.7%。 申请执行人汪先生告诉记者：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像坐过山车一
样，跌宕起伏。如果当初不是法官一再
苦口婆心劝解， 仍采用传统的拍卖方
式，哪有现在的36.5万元。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

人向代表委员们介绍了网上拍卖的法

律依据。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原规
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
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 扣押的财
产”， 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
查封、 扣押的财产”。 该条修改确立
了法院自行拍卖的原则， 回归了法院
执行拍卖权的本来面目， 改变了以往
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以委托拍卖为原则

的规定， 纠正了社会上关于司法拍卖
权是由商业拍卖公司依照拍卖法规定

而享有的一种特许经营权的错误认识。
去年， 为了以信息化手段最大限

度实现涉诉资产价值最大化， 江苏高
院和阿里巴巴总部对于利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 ” 进行了深入洽谈 ，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淘宝网提供永久

公益性平台， 不收取任何一方费用，
实现零佣金 。 而按照江苏全省法院
2013年的司法拍卖数据， 江苏法院委
托拍卖公司拍卖标的额约230亿元 ，
其中约10%佣金被拍卖公司收走。

科技保障：
坚决杜绝不公不廉

“法院委托拍卖的弊病正在日益
暴露， 贬值贱卖、 暗箱操作、 围标、

串标 、 关联交易甚至黑社会控场等问
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据江苏高院执行
局负责人表示 ， 在以往司法拍卖实践
中 ， 法院的委托拍卖由拍卖公司全程
实施 ， 存在着拍卖成交率低 、 拍卖成
交价格低 、 拍卖工作效率低 、 拍卖流
拍率高等问题 。 同时违法违纪现象有
约70%出现在民商和执行领域， 而在执
行领域有约70%出现在评估拍卖环节 。
全省法院委托拍卖的数量2010年为4242
件， 成交率50.05% （包括二次、 三次拍

卖）； 2011年为3339件， 成交率44.98%；
2012年为4337件， 成交率44.46%， 有的
地区甚至低至23%， 第一次拍卖成交率
更低。

为了让网上拍卖切实做到公开公

平， 阿里巴巴公司特意设计了专门的操
作平台 。 虽然注册淘宝实施的是实名
制， 但是一旦用户确定参加竞拍， 后台
会自动生成一个流水号， 所有交易流程
显示的都是流水号， 不论是淘宝的后台
还是法院后台， 都无法获知竞买人的详
细信息， 杜绝了串标现象。

为了更好地实施网上司法拍卖 ，
江苏高院专门下发了 《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实行网上司法拍卖 （变卖）
的规定》， 明确规定中所称网上司法拍
卖 ， 是指人民法院在纯粹的网络技术
平台上 ， 以电子竞价的方式依法自行
处置涉诉资产 （包括破产财产 ） 的方
法。

规定明确， 网上司法拍卖工作由执
行部门主导， 司法鉴定技术部门辅助配
合。 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应在财产处置
环节成立专门小组， 负责网上司法拍卖
工作。

规定要求， 2014年1月1日前受理的
执行实施案件， 被执行财产尚未委托拍
卖的， 一律进行网上拍卖； 如果不实施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并报上一级法院批
准。 江苏高院特别指出， 如果继续委托
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 属于严重违反规
定。 一经发现不按规定要求进行网上司
法拍卖的情况， 将依法追究相关法院院
长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据介绍，司法网拍具有诸多优势。首
先， 淘宝网为相对固定的第三方网络交
易平台，受关注程度更高，信息发布范围
更广，能够吸引更多潜在竞买人竞买，从
而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网络
空间打破地域限制， 竞买人可以异地参
拍， 也为本地法院拍卖异地标的物提供
了有效途径；第三，网络拍卖可以设置较
长的竞买周期， 目前竞价时间一般为动
产 12 小时、不动产 24 小时。针对大宗拍
卖标的的巨额成交款， 江苏省高院正积
极与相关银行接洽， 从目前磋商的情况
来看， 为竞买人提供贷款的优惠政策不
是问题。

对于网络上有人称司法网拍是 “法
官当上店小二”，江苏省政协委员、民建
江苏省委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海澄持

反对意见， 他说：“网上司法拍卖必然会
切断一些腐败利益链， 社会上有不同声
音是正常的。但我个人认为，网上司法拍
卖符合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理念，利国
利民。 ”

来自九三学社江苏省委的宋如亚委

员用“新鲜，给力”点评。网上司法拍卖在更
大范围内公开了拍品，在竞买过程中有如
此之多的网友围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监
督，有助于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
在目前条件下是最透明、最干净的选择。

来自民盟江苏省委的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院长陶广峰委员认为，与传统的委
托拍卖相比，网上司法拍卖无疑是一种司
法创新，在网上竞拍，拍卖过程具有空前
的公开性和可参与性，竞拍过程不受任何
人为因素干扰， 竞买人信息更有保密性，
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江苏“网拍”引来代表委员点赞

代表委员：
网拍最透明最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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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军：本院受理杨立桥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市中信
津建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牌照号为晋 KB1151 号
大货车进行评估，现已作出编号为津中建车鉴估（2013）第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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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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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树春：本院受理翟凤琴与张树春继承执行一案，依法委
托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坐落于天津市滨海
新区汉沽东风北里 12 号楼 301 室房屋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杜
鸣（天津）房地估字（2013）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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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内， 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申请
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

胡华明： 湛江市均兴物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
纷申请执行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你（被执行人）所
有的位于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 7 号之三兴顺华庭 9-10
号商铺橘子洲头餐饮店物品一批（详见查封财产清单）进行了
评估，现已评估完毕。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由湛江市千福田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于二 0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 《湛千福
田估咨报字【2013】026 号评估咨询报告书》，报告结论上述资
产评估总价值为人民币 53900 元。若你对报告内容有异议，请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提出，
本院将依法处置被执行财产。 该评估咨询报告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广东]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肇庆市新基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执行人肇

庆市城区天宁路整治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肇庆市城建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原东莞市虎门建筑工程公司）与你公司借款合
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案，本院依法对你公司位于肇庆

市天宁南路 “新城市广场” 首层商铺 11 卡约 1343.0247 平方
米 、 二层商铺 164 卡约 3297.1097 平方米及地下停车场约
2968.7247 平方米进行评估拍卖。 2012 年 8 月 13 日、2012 年 9
月 20 日、2013 年 4 月 10 日分别以 4255.1 万元、3829.6 万元、
3446.6 万元为拍卖保留价予以公开拍卖，但均没有成交。 2014
年 1 月 10 日， 本院作出 （2009） 肇中法执字第 16 号恢 1 号、
（2010）肇中法执字第 32 号恢 l 号财产分配方案：将你公司的
“新城市广场”首层 A1、A2、A6、B7 共 4 卡商铺、二层共 164 卡
商铺、 地下停车场 1-18 号及 43-69 号共 45 个车位按第三次
拍卖保留价 24518489.63 元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肇庆市城
区天宁路整治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新城市广场”首层 A5、A7、
A8、A20、B5、C12、D9 共 7 卡商铺、 地下停车场 19-42 号及 70
号共 25 个车位按第三次拍卖保留价 9947820.37 元以物抵债
给申请执行人肇庆市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两申请执
行人的剩余债权由你公司继续清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该财产分
配方案。 如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自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依分配方案进行财产分配。 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艳丽：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沈兆修申请执行你民间借
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虎法执字第 648 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对（2013）虎
商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张立萍承担的连带清偿责
任，如逾期我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已保全你的银行存款。 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虎林市人民法院
河北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

00229 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 申请人郎宁已向本院申请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西执字第 01146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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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计瑞林：本院受理的石家庄市金太阳典当有限公司与你典
当合同纠纷案，已依法委托河北中源厚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计瑞林名下车牌号为：京 N87J61 北京现代客车进行评估，作出
冀中源厚德评报字（2014）第 010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依法
向你进行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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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石
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
本院将依法拍卖。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刘国强：本院执行的谢全林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3）新执字第 341-2 号执行通知
书、本院（2013）新执字第 341-2 号报告财产令、本院（2013）新
执字第 341-4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河北]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郭福超：本院受理李长江依据（2013）新密民一初字第 1788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新密执字第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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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郭福超：本院受理李长江依据（2013）新密民一初字第 1787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新密执字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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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常孝堂：宗世梅等 22 人申请执行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七案，
本院依法对你所有的厂房及机器设备进行评估，其中厂房估价
为 421147.56元，机器设备为 1715684.50元。 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1、宛正泰评报字（2013）第 206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2、（2011）唐法执字第 10036-2 号拍卖裁定书。 限你自
公告发出次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如对资产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向本院提出。 异议期满后
5日内履行判决义务， 否则本院将对你的厂房及机器设备依法
拍卖。 [河南]唐河县人民法院

谢溢丰 、刘超英 ：本院受理付金波申请执行 （2013）祁民
初字第 1580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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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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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刘亮：本院受理徐艳玲诉刘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徐艳玲申请执行（2011）耒巡民三初字第 49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耒巡执字第 10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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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于梅：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任国忠与你同居关系析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沈苏执字第 1450 号执
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
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2013]苏民一初字第 2 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由凤娟：本院受理由义申请执行你婚姻家庭、继承（2007）

朝双民权初字第 0028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4）朝双执子第 00142 号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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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莫尘：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孟令萍与你金钱给付纠纷执
行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届满之日起
7 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宋虎兴：本院在执行申请人马世芳、郑书芝、张少伟、石泉
县迎江餐饮娱乐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石泉县山水餐饮娱

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纠纷四案，你作为石泉县山水
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石
执字第 00010 号执行裁定书及查封财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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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陕西]石泉县人民法院

宋虎兴：本院执行申请人马世芳、郑书芝、张少伟、石泉县迎
江餐饮娱乐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石泉县山水餐饮娱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纠纷四案，你作为石泉县山水餐饮娱乐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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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石泉县人民法院

拓雷、慕生开：本院受理了靖边县通达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执行（2013）靖民初字第 01688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陕
西省靖边县价格认证中心对你所有的车牌号为陕 K2628F 的丰
田 RAV4 越野车进行评估，已作出靖价鉴（2013）243 号靖边县
价格鉴定结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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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
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
卖。 [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

廖忠才、 周鸿 、 许海燕 ：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1） 金牛民重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 年 1 月 7 日立
案执行宋守毅、马小清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金牛执字第 331 号执行通知书。 执
行通知书载明你们应于宋守毅、 马小清消除金牛区营通街 67
号 2 栋 2 单元 6 楼 23 号房屋（权 1058373）之上的抵押担保之
日起 30 日内协助他们办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变更登记，负担案件受理费 300 元及执行费 1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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