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 月 27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冯 莹 ■联系电话：(010)67550728 ■电子信箱：fa@rmfyb.cn8
版 综 合 周刊EEEEEEEEEEEOOOOOOOOOOOPPPPPPPPPPPLLLLLLLLLLLEEEEEEEEEEE''''''''''' SSSSSSSSSSS CCCCCCCCCCCOOOOOOOOOOOUUUUUUUUUUURRRRRRRRRRRTTTTTTTTTTT DDDDDDDDDDDAAAAAAAAAAAIIIIIIIIIIILLLLLLLLLLLYYYYYYYYYYYPPPPPPP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只要有价格管制的地方，就有
“黄牛”出现，证明这管制不合理 。
“黄牛”像体温计 ，测出高温 ，提醒
你身体有状况， 这时候你得治病，
摔烂体温计于事无补。

———专栏作家连岳谈 “黄牛”
现象

古往今来， 但凡官员文人，谁
不想要个大宅，要个花园呢？ 这就
是一个结。 人显赫时，结都在心里，
栽倒了 ，就发现 ，绊就绊在这个结
上。

———作家老猫认为，很多贪官
都有豪宅情结

□ 陈立烽 张丽姑 文/图基础工作在基层

□ 阮 莹 自杀者咋成了“杀人犯”

80年前， 毛泽东同志在闽西写下了 《才溪乡调查》 经典名篇， 其中蕴含着群众观念和求实精神。 福建龙岩两级法院把这种群
众观念和求实精神作为推进司法为民的精神动力， 认真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尊重群众， 贴近群众， 书写了群
众关切的三篇 “文章”。

龙岩：书写群众关切的三篇“文章”
一周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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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方式群众选

“这个案子事情很清楚 ， 标的
额也很小 ， 能不能适用小额速裁程
序？”

“听说郭秀生是金牌调解员， 我
们这个案件能不能让她来办？” ……
面对群众提出的一个个问题， 龙岩两
级法院坚持走群众路线， 不断创新审
判方式， 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 尊重
群众的程序选择权。

在茶叶采摘的忙碌时节， 当事人
白天都在地里劳作不能上法庭。 一天
晚上八点， 漳平法院永福法庭的法官
们来到了当事人家中， 开始了一起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庭审。

让当事人确定开庭时间和地点，
本应当事人走的路由法官来走， 现场
收案、 现场调解……这样的巡回审判
方式对于龙岩各基层法院来说， 已是
家常便饭。

龙岩市共有 17 个人民法庭， 大
多数法庭设在乡镇， 各法庭辖区面积
大， 人口分散， 部分地区交通不便。
为此， 法庭改 “坐堂办案” 为 “上门
服务”， 通过进村头、 进农家、 进田
头， 用通俗的语言、 简便的程序就地
办案， 现场接受咨询。

目前 ， 全市共设立巡回办案点
26 个， 群众不出乡镇便可立案打官
司， 而且能起到审理一件、 教育一片
的良好效果 。 2013 年 ， 龙岩法院共
开展巡回审判 5223 次 ， 审理案件
5223 件。

让群众少跑一次腿 ， 少操一份
心， 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诉讼。 正是有
了群众观点的内化于心， 才有了预约
立案、 送法上门、 田间法庭、 夜间法
庭、 假日法庭等等外践于行的司法便

民利民服务措施。
“我不服！” 近日， 当事人黄某

拿着判决书到长汀法院大声说道。 导
诉员对其解释可以挑选法官为他解释

败诉的原因， 黄某当即选了民二庭庭
长刘曰祥。

“刘庭长把法律条文解释得很详
尽， 我输得明明白白。” 一个小时后，
经刘曰祥耐心讲解， 黄某满意地离开
了。

2013 年年初 ， 长汀法院在福建

省率先推行当事人挑选法官释法答疑制

度， 变过去的申请答疑制度为主动答疑
制度， 宣判时告知双方当事人享有答疑
的权利， 并可挑选包括院领导在内的任
何一名法官来答疑。 全院 40 余名法官
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包括年龄、 学历、
专长 、 法官等级等 ， 都在大厅予以公
布。

由当事人自己指定答疑法官， 他们
才会心服口服。 当事人挑选法官释法答
疑制度实施以来， 长汀法院的法官释法

答疑 260 余人次， 涉及 180 起案件； 服
判息诉率 96.01%， 同比提高了 5.5 个百
分点。

审判过程群众督

“你们给的案件监督卡， 让我和家
人打官司更有底气， 更有信心了。” 日
前， 在永定法院立案庭， 来自金砂乡的
村民黄女士说道。

以 “随案走 ” 的方式 ， 监督从立
案、 审理到执行的各个环节 ,以一案一
表的方法， 确保当事人对案件审理、 执
行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到纪检监察部

门， 这就是龙岩两级法院推行的案件监
督卡制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龙岩法院多
措并举加大司法透明和公开力度， 将法
院工作和法官队伍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让司法权充分在阳光下运行。

开通龙岩法院网， 设立网上立案、
网民互动 、 法院信箱 、 投诉举报等栏
目， 不断健全民意沟通渠道， 搭建起公
众与法院直接对话的平台； 坚持廉政监
督员制度， 通过定期通报、 主动邀请座
谈、 双向约见制度等形式， 倾听意见，
反馈落实情况； 定期召开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座谈会， 建立了法官与代表 “一
对一 ” 联络制度 ， 诚恳征求意见和建
议， 认真办理并及时反馈代表、 委员的
议案、 提案。

龙岩法院还经常举办 “法院公众开
放日” 活动， 以参加庭审观摩、 展示工
作成果、 开展交流互动等形式， 增进群
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使群众切实感受
到法院改进司法作风、 增强群众观念的
实际行动。 此外， 还建立了便民服务监
督台 ， 发放法官联系卡 ， 通过窗口接
待、 热线电话、 来信来访等方式， 及时
回应群众诉求。

出租屋内， 一女子燃烧木炭产生一
氧化碳欲自杀， 结果自己没死， 竟使楼
上两住户中毒， 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女子名叫黄韵，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
区人， 1979年生， 初中文化。 2014年1
月16日下午， 黄韵站在被告人席上， 表
情茫然， 后悔不已。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
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以过失致人死
亡罪判处黄韵有期徒刑五年， 并赔偿两
被害人经济损失近70万元。

第一次自杀未遂 曾得死者相助

黄韵好赌 ， 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
处 罚 过 ： 分 别 于 2003年 、 2004年 、
2005年被温岭市公安局没收赌资3900
元 、 罚款3000元 、 罚款3000元和没收
赌资4110元。

生活不济， 经济困窘， 黄韵说做做
生意 ,生意亏了， 炒炒股票 ,股票赔了 ，
总共欠了外债四五十万， 生活事事不顺
心。 所以她厌世悲观， 想以自杀来结束
生命。

黄韵的朋友李某也有自杀想法。 于
是， 黄韵从网上搜索到烧炭能导致一氧
化碳中毒， 能达到自杀的目的。

2012年11月初， 黄韵和李某买了20
斤木炭。 三四天后的晚上， 两人约定自
杀， 就去超市买了红酒、 零食和铁质脸
盆。

当晚， 在出租屋内， 两人烧起三个
炭盆。 为了减少痛苦麻醉自己， 黄韵喝
着酒。 不久， 黄韵呛得受不了， 躲到卫
生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李某也眼泪直
流、 喉咙发痛， 难受得受不了， 她拼命
打开了门窗。

“好似昏昏沉沉睡了一觉 ， 听见
有些男男女女的声音 。” 黄韵回忆道 ，
“有个男的说打开了窗就不会中毒
了。”

说话的是小王， 租住在黄韵楼上。
小王28岁， 刚大学毕业不久， 和朋友开
着电脑公司。 那次事件后， 他曾和黄韵
对面的住户说起， 怀疑黄韵等人想烧炭
自杀， 他发现后用水把炭盆扑灭了。

第二次又未遂 楼上两住户遇害

第一次自杀未遂，李某很庆幸，她劝
黄韵生命不易，想开点。 但黄韵仍想不开。

2012年11月22日下午， 黄韵又产生
了自杀想法， 她觉得太早烧炭会被人发
现。为了不被楼上住户察觉，她选择在凌
晨烧炭。

黄韵将房间门窗缝隙用胶带粘住，
然后和上次一样烧起了三个炭盆。 烟越
来越大，弥漫了整个房间，黄韵感觉很难
受。 惊慌之中，她将炭盆移至卫生间，关
闭了卫生间房门。 之后黄韵打开一瓶红
酒，她说想等醉酒后将炭盆移出再自杀。
结果喝着喝着，黄韵昏睡过去。

直到23日上午9时，黄韵被楼上猛烈
的敲门声吵醒， 她发现自己喝完了整瓶
红酒， 床边有呕吐物。 她想进卫生间看
看，却发现门把手烫得打不开。自杀又失
败了，黄韵打开窗，难受地躺倒在床。

这时有人敲门，黄韵撕掉胶布开门，
一看是警察。

黄韵得知， 楼上的住户小王和女友
小萍因中毒被送至医院抢救， 后小王因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而26岁的小萍重度
一氧化碳中毒，造成缺氧性脑病，心肌损
害、心源性休克、急性肾功能损伤、急性
肝功能损害，构成重伤。

黄韵后来听说， 小王和女友小萍本
打算2013年初结婚。

因过失致人死亡获罪

法庭上， 黄韵辩称， 当时她不是一
时冲动燃烧木炭自杀的， 而是在很冷静
的情况下准备了胶布， 当时也是心思缜
密的 ， 但万万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后
果。 她认为这个伤亡结果不是她疏忽大
意过失造成的。

公诉人认为， 黄韵选择在有人居住
的居民楼里以燃烧木炭的方式产生一氧

化碳， 以达到自杀目的。 她明知吸入一
氧化碳会导致受伤， 也明知一氧化碳气
体会通过缝隙外溢， 虽然已经意识到会
有外溢且做了措施， 但由于个人主观上

疏忽大意， 没有想到卫生间内还存在一
氧化碳外溢的通道， 未对此采取以防万
一的措施， 使得一氧化碳通过排风扇等
途径外溢到被害人所居住的卧室内， 致
使被害人一死一重伤。 黄韵的自杀行为
与被害人的伤亡结果存在因果联系， 其
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构成过失
致人死亡罪。

小王的父母和小萍向法院提起了附

带民事诉讼 ， 要求黄韵赔偿小王丧葬
费、 死亡赔偿金等 56 万余元， 赔偿小
萍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 119 万余元。

黄韵在庭上表示愿意赔偿， 但因经
济能力有限， 愿将名下已付了 20 万元
的单身公寓拍卖先予赔偿。

法院认为 ,黄韵在燃烧木炭自杀过
程中， 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后果 ,
其应当预见而未预见， 属于疏忽大意的
过失， 遂当庭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五年， 赔偿小王父母经济损失
共计 31 万余元， 赔偿小萍各项经济损
失共计 38 万余元。

“同是货车出事，为什么我们这个
案件保险公司可以不用赔， 我们听说
另一个案件情况跟我们差不多， 龙岩
中院却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拿着龙岩中院的二审判决书， 连城县
的货车车主邹某十分疑惑。

“这两起案件的裁判文书都已经
放在互联网上了，您可以上网查看，并
对案情进行比对分析。 ”法官解释道。

在龙岩法院网的裁判文书一栏，
邹某找到了两起案件的判决书， 仔细
比较后， 邹某明白了，“法院判决保险
公司一辆赔一辆不赔是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的”。
“案件判决后，裁判文书及时上网

公布，无论是败诉还是胜诉，结果都挂
在网上， 我们都可以对法院的裁判文
书评头论足。 这样的司法公正以我们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方式得到
实现，让人心服口服。 ”一起案件的当
事人在网上看到判决书后说道。

将生效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 “晾
晒”，请人民群众评判，这形成了一种
“倒逼”机制，促使法官进一步提高业
务水平、增强责任意识，公正、廉洁司
法。

在坚持裁判结果公开的同时，龙
岩法院还采取多种有效形式， 让社会
各界更多地参与、 直接感受和客观评
判法院工作。

据了解，龙岩法院坚持案件回访，
采取直接走访、问卷调查回访、电话回
访和约期接谈等方式， 充分吸纳群众
对办案效果的评价。开展民意测评，给
辖区群众发放满意度调查表， 请社会
各界人士对法院的工作作风、 办案质
量、办案效率等打分。 积极开门纳谏，
采取“我来做，你来评”的方式，主动听
取群众的意见建议， 为法院审判工作
注入新鲜活力。

近日， 龙岩中院的法官来到田间地头， 向农民群众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解答有关种子购买及合同签订等方面的问题。

裁判结果群众评

259人
2013年，浙江省共有500多人因

破坏环境资源而被起诉，259人因非
法排放污水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被

批捕。

2000亿
2013年， 全国破获制假售假案

件逾5万起， 涉案金额近2000亿元。
为更有效地打击侵权假冒， 今年将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推进行政执法
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6起
广东省纪委1月21日通报了6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
包括广州市民政局下属精神病院违

规发放钱物案、 深圳市城管局领导
干部违规接受吃请案、 湛江市麻章
区区长林某公款旅游案、 阳江市国
土局违规接待案、 佛山市顺德区大
良街道办事处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违

规审批办公楼案、 广州海关缉私局
个别干部公车私用案。

1737张
春运以来，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截至1月
20日，共受理群众举报倒票线索142
起，从中破获倒票案件106起，抓获
倒票人员138名，缴获车票1737张。

麻德强

麻德强是辽宁省铁岭市人大代

表。 据西丰县县委宣传部发布的消
息，麻德强及妻子、儿女、儿媳涉嫌非
法集资上亿元，其中儿子麻慰是西丰
县德兴满族乡副乡长，女儿麻伊娜为
西丰县统计局副局长， 目前5名家庭
成员已全部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据介绍，麻德强的妻子、西丰县
好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程红以

典当公司为名，采取体外循环方式，
以高息回报为手段， 非法收取公众
存款，2013年7月以来， 无法支付到
期本息。同年11月中旬，程红手机关
机，不知去向，引起投资人恐慌并报
案。

西丰县公安局经调查取证，认定
程红一家涉嫌集资诈骗。 2013年12月
13日， 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捕到案。
案发后， 麻德强辞去市人大代表职
务。

目前， 有关部门正就资金去向
进行调查。截至2014年1月18日11时，
登记涉案人员466人，涉案金额1亿多
元，公安机关已查封了犯罪嫌疑人隐
匿转移的房产25处、现金197.7万元以
及黄金、古董、珠宝等涉案资金资产。

姜堰锦江商贸城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东华诉你公司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仟亿兰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大德兰食
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张云程、张云鹏、张浩龄：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长盛： 本院受理的原告冯景文诉被告杜世忠纠纷一案，
因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赵书英：本院受理原告宋建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常平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壶关县人民法院

师振东：本院受理原告陕西精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泾阳县人民法院
李斌奇：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

川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举证责任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区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
李华芝：本院受理许家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双柏县人民法院

田和荣：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勐撒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杭州亚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宇坤物资有限公司、杭

州郇山物资有限公司、杭州钢云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博超钢铁
有限公司、王艳、陈如德、郭胜、陈玉珍、陆晓平、顾国泉、耿宗
鹤、耿宗林、李艳萍、汪新立：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公告 王才（身份证号：132129196310204516）你尚未履行
我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
372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
（2014）bk -001 号 催 告 书 。 王 艳 艳 （ 身 份 证 号 ：
130423198307184521） 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373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
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2014）bk-002号催告书。王仲
兴（身份证号：132124195102080030）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 2013
年 10月 10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390 号行政处罚
决定。现依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2014）bk-003号催
告书。 李荣森（身份证号：130421194806185712）你尚未履行我
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
370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
（2014）bk -004 号 催 告 书 。 吕 延 坤 （ 身 份 证 号 ：
13042319890909075X） 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379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
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2014）bk-005号催告书。余贵
平（身份证号：413026196904088739）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 2013
年 10月 10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382 号行政处罚
决定。现依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2014）bk-006号催
告书。 吴艮连（身份证号：132129196303041448）你尚未履行我

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
381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
（2014）bk -007 号 催 告 书 。 武 燕 （ 身 份 证 号 ：
412723197601098828） 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对你做出的京海卫医罚字（2013）383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
法对你送达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2014）bk-008号催告书。上述
催告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本
催告书有异议， 可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 10 日内到北京市海淀
区卫生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你如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甘家口小区 12 号。 联系人： 周凤武 赵辰 电话：88364581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

2014年 1月 27日

李生满：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庆高新商初字第 72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受理了大庆市国富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典当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2014）庆
高新执字第 7-1号执行裁定书， 查封了你与尹琴仙共同所有的
登记于尹琴仙名下的位于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毅腾商都小

区 2 栋 3 单元 14 层 2 号（房屋所有权证号:NA395353）的房屋，
查封期限二年。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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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关于嵇晓萍申请执行刘继政、 纪贤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对刘继政所在的位于庆安县丰收乡庆

安华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进行了评估，评估的价款
为 850,886.00 元。 现依法向刘继政送达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报告有异议，可于报告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提出。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无异议，限你在该评估
报告生效后 10 日内到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拍卖机构，逾
期视为放弃权利。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勃利县繁荣煤矿、丰加才、刘玉红：本院受理赵孔军执行
（2013）勃民商初字第 136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向勃利县繁荣

煤矿、丰加才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 向丰加才、刘
玉红公告送达（2014）勃法执字第 1 号、1-1 号、1-2 号查封裁定
书，对你和刘玉红所有的房屋、车库予以查封。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公告届满后 15日内履行义务，逾期依法强制
执行。 [黑龙江]勃利县人民法院

勃利县繁荣煤矿、丰加才、刘玉红：本院受理衣得明执行
（2013）勃民商初字第 138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向勃利县繁荣
煤矿、 丰加才、 刘玉红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财产申报令、
（2014）勃法执字第 2号、2-1号查封裁定书，追加丰加才为被执
行人并查封坐落于大连市高新园区小平岛亲海园 19 号楼 1 单
元 702 室房屋及 022 号车位，查封你二人所有车辆车籍。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公告届满后 15 日内履行义务，
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勃利县人民法院

衡水金富公路发展中心：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
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3）衡桃民二初字第 118 号民事
判决书，立案执行衡水市道路开发中心申请执行你单位盈余分
配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衡桃执字第 6 号，并依法冻结、扣划
你单位银行账户存款 2149725元。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
院（2014）衡桃执字第 6 号执行通知书、（2014）衡桃执字第 6 号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武陟县工程塑料厂：本院受理杜志军、张纪军、赵立

现与河南省武陟县工程塑料厂其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厂公告送达（2014）武法执字第 59 号执行通知书、裁定书、选择
评估及拍卖机构通知书。 该执行通知书载明 ：责令你厂在收
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履行 (2013)修民再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 ；裁定书载明对你厂所有位于武陟县城文化
路中段南侧的房地产一处予以查封 。 责令你厂在收到本裁
定书后五日内履行其义务 ，逾期 ，本院将依法对该查封房
地产进行评估 、拍卖 ；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的通知书载明 ：
要求你厂收到本通知后十日内 ，来本院选择评估 、拍卖机
构 ， 逾期本院依法指定评估及拍卖机构 。 以上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武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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