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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连霍高速义昌大桥
爆炸垮塌案将开庭

收受贿赂 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 诬告陷害他人

宁夏林业局原局长一审获刑十八年 本报讯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日前受理了由三门峡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连霍高速义昌大桥

“2·1” 爆炸垮塌事故案， 并将于 2 月
中旬开庭审理此案。

2013 年 2 月 1 日 8 时 57 分， 连
霍高速三门峡义昌大桥处发生一起运

输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导致义昌大桥
部分坍塌， 车辆坠落桥下 ， 造成 14
人死亡， 8 人受伤。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根林、薛
运芳、 翟工厂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和
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唐振生、唐进
虎、 郭转玲、 唐雪琴犯危险物品肇事
罪，被告人张保林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经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认定， 该
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
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使用不具有危险

货物运输资质的货车， 不按照规定进
行装载， 长途运输违法生产的烟火药
剂爆炸物 (土地雷) 和烟花爆竹， 途
中紧急刹车， 导致车厢内爆炸物发生
撞击、 摩擦引发爆炸。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后， 高度重视， 指派经验丰富的法官
组成合议庭， 并于当日向被告人送达
了起诉书和量刑程序提示告知书。 据
悉， 该案拟定于 2 月中旬开庭审理。

(赵富林 李 英)

本报讯 承租人擅自转租场地给

他人， 出租人要求次承租人搬离该场
地， 次承租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出租人履行租赁协议。 近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认定次承租
人诉求无理， 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999 年 10 月， 出租人玉州区某
企业站与承租人某公司分别签订了

《场地租赁合同书》 和 《收取管理费
协议书》， 约定由某企业站将一红砖
厂的约 30 亩土地和原有的用水、 用
电租赁给某公司办厂使用， 租赁期限
从 1999 年 10 月 5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5 日止， 某公司在租赁期间不得将
厂房和场地转租和转包。

2008 年 1 月 ， 出租人认为承租
人擅自转租场地给其他人， 严重违约
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 遂
提起诉讼。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场地

给他人， 构成对合同的根本性违约，
判决解除租赁合同 ， 承租人交还场
地 。 承租人不服判决 ， 提出上诉 。
2009 年 6 月 ， 广西高院作出终审判
决 ， 确认场地租赁合同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已经解除， 责令承租人在判
决生效一个月内将租赁的场地交还出

租人。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 次承租人苏

某某认为其不应搬迁， 在与出租人协
商未果后向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执行异议 ， 并向玉州区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出租人继续履行苏某某与承
租人签订的 《租用协议》 至协议届满
之日止。

法院审理认为， 苏某某与承租人
签订的 《租用协议》 属于转租， 而广
西高院生效判决书已判决该租赁合同

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解除， 承租人于
2006 年 6 月 22 日起就已经丧失了租
赁权， 已无转租的权利。 故依法驳回
原告苏某某的诉讼请求。

（黄 双）

擅自转租不合法
要求履约被驳回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宁夏林业局原局长王德林受贿、 非
法倒卖土地使用权、 诬告陷害一案进行
公开宣判。 被告人王德林犯受贿罪， 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 万元 ； 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 并处罚金 420 万

元 ； 犯诬告陷害罪 ， 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
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 万元， 并处
罚金 420 万元。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 ，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被告人王
德林利用担任宁夏招标局局长的职务便

利， 向浙江丽水瑞银公司法定代表人殷

某某索取贿赂人民币 700 万元；2009 年
至 2011 年 6 月，被告人王德林利用担任
宁夏林业局局长的职务便利， 先后 2 次
收受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田某某款物折合人民币 16 万元；
2012 年春节，被告人王德林指使被告人
王德全收受宁夏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苑

某某 5.5 万元。2009 年 7 月至 9 月，被告

人王德林指使被告人王德全、 王琳英以
股权转让形式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

198.29 亩 ， 非法获利 6323.5923 万元 。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5 月， 被告人王
德林指使被告人孙杨利编造他人违法犯

罪举报材料 600 余份， 向有关国家机关
邮寄 250 余份进行诬告陷害。

同案被告人王德全犯受贿罪， 免予

刑事处罚； 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 并处罚金 347 万
元 ； 数罪并罚 ，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
年， 并处罚金 347 万元。 同案被告人王
琳英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并处罚金 347 万
元。 同案被告人孙杨利犯诬告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本报讯 自称托运的三件古董瓷

器受损， 刘先生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起诉到法院， 索赔 220 万元。 近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 因
刘先生无法证明受损瓷器的价值， 未
做评估鉴定， 亦未办理保价， 法院最
终判决厦门航空赔偿刘先生财产损失

500 元。
2013 年 4 月 4 日晚 9 点 ， 刘先

生乘坐厦门航空从北京飞往福建的

航班 。 登机前 ， 他将三件瓷器放入
行李箱办理了托运手续 。 但取回行
李时发现行李箱和三件瓷器已损坏。
此后 ， 厦门航空赔偿了刘先生一个
新的行李箱， 并同意按照每公斤 100
元的标准赔偿其瓷器损失 500 元 。
因协商未果 ， 刘先生将厦门航空告
上法庭。

刘先生称 ， 受损的三件瓷器均
是古董 ， 其中褐釉点彩螭耳罐是唐
宋时期的 ， 价值 115 万元 ， 是从蔡
某处购得 ； 豆青色笔洗是明清时期
的官窑 ， 价值 120 万元 ， 是其祖传
的； 五彩碟是清朝的， 价值 2 万元，

是其从古董店购得的 。 三件瓷器均
无鉴定证书。

厦门航空认为， 受损瓷器不是古
董， 并称刘先生既未声明物品易碎也
未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 故只同意赔
偿 5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 刘先生托运的行
李在托运过程中损坏， 厦门航空构成
违约， 应对刘先生因此产生的合理损
失进行赔偿。 关于瓷器损失， 刘先生
提交的未加盖公章的藏品信息登记

表， 不能确定是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
鉴定人出具的； 其与蔡某之间的转让
书， 未对交易物品是否是古董、 是何
时期的古董进行约定， 故刘先生主张
的瓷器损失证据不足。

法院同时认为 ， 原告称受损瓷
器是贵重物品， 但其既未随身携带、
妥善保管， 又未办理行李声明价值，
法院只能参照航空运输关于承运人

赔偿责任的规定确定其行李损失金

额。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黄 硕）

诉称托运古董受损坏
举证不足仅获赔五百

法官吴薇表示 ， 乘客在乘坐飞
机时 ， 贵重物品 、 易损物品不建议
进行托运， 应根据物品特点、 价值、
运输成本和时间等因素 ， 审慎选择
合理的运输方式 ； 如果选择办理托
运且行李价值较高 ， 切莫忘记办理

声明价值即所谓的保价 ， 否则一旦
行李在托运过程中受到损失 ， 一方
面乘客需首先举证证明行李损失的

金额 ， 另一方面即使乘客能证明行
李损失的金额 ， 也仅能在赔偿责任
限额内获得赔偿。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
行李国内运输规则》
第三十六条 承运人承运的行

李 ， 只限于符合本规则第三条第二
十三项定义范围内的物品 。 承运人
承运的行李 ， 按照运输责任分为托
运行李、 自理行李和随身携带物品。
重要文件和资料、 外交信袋、 证券、
货币 、 汇票 、 贵重物品 、 易碎易腐
物品 ， 以及其他需要专人照管的物
品 ， 不得夹入行李内托运 。 承运人
对托运行李内夹带上述物品的遗失

或损坏按一般托运行李承担赔偿责

任……
第四十三条 旅客的托运行

李 ， 每公斤价值超过人民币 ５０ 元
时 ， 可办理行李的声明价值 。 承运
人应按旅客声明的价值中超过本条

第一款规定限额部分的价值的 ５‰
收取声明价值附加费 。 金额以元为

单位 。 托运行李的声明价值不能超
过行李本身的实际价值 。 每一旅客
的行李声明价值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元。 如承运人对声明价值有异
议而旅客又拒绝接受检查时 ， 承运
人有权拒绝收运。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
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第三条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

（以下简称承运人） 应当在下列规定
的赔偿责任限额内按照实际损害承担

赔偿责任， 但是 《民用航空法》 另
有规定的除外：

（一） 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
额为人民币 40 万元；

（二） 对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物品
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3000 元；

（三） 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运
输的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 为每公斤
人民币 100 元。

■法条链接■

本报讯 垂钓者在高压线下触电死

亡 ， 其家属将供电公司告上法庭 。 日
前，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
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 。 被告启东市供电公司疏于管
理， 存在明显过错， 承担 60%责任， 赔
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 414996.67 元。

2013 年 6 月 20 日中午， 高某来到
启东近海农场附近的河边钓鱼。 钓鱼过
程中， 高某在甩鱼竿时不慎将鱼竿甩碰
到上方的电力高压线上，当场触电身亡。

高某的家属认为，高压线设施的经营
者启东供电公司安置高压线不符合国家

标准，并且未在高压线附近安装警示警告
标志， 致使高某未注意安全而触电身亡，
遂将启东市供电公司告上启东市人民法

院，要求供电公司赔偿 70万余元。

法庭上， 启东市供电公司辩称， 自
己虽是该电力设施的经营者， 但是根据
《江苏省电力保护条例》 的规定，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保护区内

垂钓 ， 高某违反该规定在高压线下钓
鱼， 违反规定在先， 供电公司依法不承
担责任。

案件审理中 ， 法院经现场勘查发
现， 触电高压线两杆之间导线弧垂最大
时的垂直距离为 7.1 米， 高压线至路基
边坑水平距离为 3.5 米， 事故地段未设
置 “高压危险”、 “禁止钓鱼” 警示牌。

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三条
的规定，从事高压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

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失的， 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据
此， 高压作业经营者对于高压等作业造
成的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即使工
业高压线的经营者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

过错，也必须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 启东市供电公司虽

抗辩称其对事故发生无过错并已尽到宣

传教育与警示义务， 但上述理由均并非
法定免责事由， 启东市供电公司对高某
触电死亡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预
见到在高压线下垂钓存在危险， 但其疏
忽大意而致危险发生， 自身存在过失，
可以减轻启东市供电公司的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由启东市供电公
司承担因高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 60%
的赔偿责任，合计人民币 414996.67元。

启东市供电公司不服， 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顾建兵 闫丽丽）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秦昌东说， 侵权
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从事高压等活
动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
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 不承担责任。
该条明确规定高压等作业属于危险作

业， 因此造成的损害由经营者承担无过
错责任。

“之所以将高压输电等作业规定为

特殊侵权， 由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是因为工业高压线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对周围环境和人群具有重大的潜在危

险， 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 高度防范，
以保障周边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 同时
必须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 ； 另
外， 工业高压线的经营者从其经营行为
中获得利益， 也应对其经营行为可能产
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 。 一旦损害发

生， 只要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受害人故意
或不可抗力这两种免责事由， 即便工业
高压线的经营者不存在过错， 也必须承
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故本案判定启东
市供电公司对高某死亡承担责任。” 秦
昌东说。

秦昌东提醒， 供电部门应做好日常
的巡视检查，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附近设
置必要的警示警告标志， 及时消除各种
安全隐患； 任何单位和个人要严格遵守
电力法 、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 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
法规所禁止的行为， 以避免类似悲剧的
再次发生。

本报讯 安徽省五河县的一处祖宅

内发现大量元宝、 银元 ， 文管部门认
为是国家文物予以收缴。 该祖宅的后人
胡女士为此与当地文管所打起了官司。
日前， 历经法院一审、 二审， 胡女士终
于讨回祖辈留下的宝物。

现年 70 多岁的胡女士称， 她的父
辈解放前在五河县城开银楼、 做茶叶生
意， 家境殷实。 抗日战争时期， 为了躲
避日本人的抢掠， 家人将大部分钱财都
深埋于地下， 其中包括原星火商场、 邮
电局和工商银行等地段 。 1965 年 、
1985 年、 1987 年和 2008 年在原星火商
场、 邮电局和新天地附近建设时， 挖出
她家埋藏于地下的大元宝 2 只、 小元宝
42 只、 银锭 5 只、 银元约 1800 枚， 均
存于被告县文管所处。 胡女士知道消息
后， 一直和文管所协商， 要求返还， 对
方却一直拖延不付 。 胡女士遂提起诉
讼， 请求法院判令文管所将地下挖出的

宝物悉数返还。
五河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

案。 五河县文管所辩称， 胡女士诉称的
大元宝、 小元宝、 银锭、 银元数量与事
实不符。 1965 年、 1985 年挖出相关物
品时， 文管所还没成立， 不应找文管所
要 。 1987 年和 2008 年两次挖出元宝 、
银锭、 银元等物， 曾遭哄抢， 最终经收
缴、 征集， 数量为： 大元宝 2 个、 小元
宝 5 个、 银锭 5 个、 银元 489 枚， 文管
所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获取。 文管所同
时称， 地下出土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不应该返还。

经过审理， 法院确认双方有争议的
物品为：2 个大元宝、5 个小元宝、5 个银
锭和 489 枚银元。法院一审认为，案涉银
元（含银元、银锭、大、小元宝）属无主文
物， 虽然出土地点位于原告父辈祖房所
在地的宅基地附近， 但原告所举证据并
不能证明涉案银元系其父辈埋藏。 根据

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 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银元
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胡女士的诉讼请求。
胡女士不服，提起上诉。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对一审
法院查明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也予以确

认。 蚌埠中院审理认为，法律并不禁止公
民对埋藏物或祖传文物依法享有所有权。
案中双方对案涉银元等物品系从胡女士

先辈房屋地下挖出均无异议，胡女士所举
证据能够证实其父辈当时在此居住并从

事商业经营，解放初期其家人也曾指认该
地下埋藏银元，并挖出捐献给国家，且亦
无案涉地周边其他人对此主张权利，故可
以认定上述物品应为胡女士先辈所埋藏，
而并非所有人不明。 胡女士作为继承人，
对案涉银元等物品有权依继承取得。

法院认为， 因双方对原判认定的物
品数量即大元宝 2 个、 小元宝 5 个、 银
锭 5 个、 银元 489 枚不持异议， 胡女士
要求返还该部分银元等物品的诉讼请

求， 予以支持； 其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
数量的部分， 未能提交证据证实， 不予
支持。 （陶 成 查 红）

垂钓者触碰高压线死亡
供电公司疏于管理担责

■连线法官■

供电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

祖宅挖出宝物属于谁？
法院： 先辈埋藏的物品归后人

安徽乾坤光电显示屏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陈■青诉安徽
乾坤光电显示屏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中，要求对安
徽乾坤光电显示屏有限公司所有的贴片机一台进行拍卖。 司现
依法向你公司送达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等拍卖过程中的相关

法律手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后 7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到广德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法院
办公楼前楼西第一间一楼） 办理拍卖等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手
续，逾期不到者，视为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由法院按规定
确定拍卖机构并开展拍卖工作。 [安徽]广德县人民法院

江顺珠、江海华：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莫鹤钊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向你发出（2014）江鹤法执字
第 179 号执行通知书，通知书载明：责令你向申请执行人偿还
借款 250000元及利息、诉讼费 3845元，并负担本案执行费。 因
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鹤山市人民法院

龙达：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广州市海珠区基鸿建材经营部与
被执行人龙达、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一、本院（2013）湛吴法执字第 122号
恢字第 1号财产评估价格通知书一份；二、粤虹宇房估字（2013）第
112711号《房地产土地评估报告》一份，对被执行人龙达位于吴川
市黄坡镇同德街 63号之一的房地产估价市场价值为 81.72万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七日，即视为送达。 若有异议自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广东]吴川市人民法院

丁华娇、罗石桂：申请执行人谭淑梅申请追加第三人丁华娇
为本院 （2010） 四法执字第 136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 本院于
2013年 9月 2日受理后， 已依法审查并裁定追加丁华娇为被执
行人。因你们去向不明，现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2013）肇四法民执加字第 15号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裁定，应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执
行异议，同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河北泰丰钢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爱国申请执行（2010）
孟民初字第 251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院（2010）孟执字第 33-1 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查封你单位所
有的位于盐山县正港路南侧星马村路段的面积为 33224.26 平
方米的登记编号（08-0179）国有土地所有权。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单位自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贾耀耀：本院执行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执行你与河南升龙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4）开法执字第 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
到庭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责令你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
行本院（2012）开民初字第 0304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若
逾期未履行， 则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5 日内到庭选择评估机构，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逾期既未履行又不到庭，视
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武汉鑫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尹梦怡：本院执行的申请人

何明钰与被执行人武汉鑫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尹梦怡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口执字第
00318-2号执行裁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

皮秋根、李建萍：本院受理樟树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
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评估报告及选
取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整(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
室举行拍卖机构选取会议，如无故不参加，视为你们放弃权利。

[江西]樟树市人民法院
张子杰：本院执行的郭进甫、郑锋与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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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抚中法执字第 4、5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
执行。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忠：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金牛民初字第
615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年 1月 10日立案受理王鸿申请执行
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金牛执字第 387 号执行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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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郎格西： 本院受理郭建全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立案执行。 因被执行人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金牛执字第 1704 号执行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本公告送
达届满之日起 3 日内按生效法律文书 （2013） 金牛民初字第
284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成都坤源卫厨科技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罗俊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 1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按照
成都市武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成武劳人仲裁字

（2013） 第 153 号仲裁裁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罗俊履行
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川思创置业有限公司、成都兴诚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成都思创

天农投资有限公司、你们、曾绍清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在执
行中，本院依法对成都思创天农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都江
堰市紫坪铺镇望江村 11 组的林地、森林、林木使用权予以冻结
（面积 1009.47亩），现予以委托评估，评估价为 4899390 元。 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成都宏涛价格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价评【2013】109号价格评估意见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从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未向本院提

出书面异议又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对上述财
产依法予以拍卖。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川福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行的彭山县江渎机砖
厂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武侯执字第 2081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
司按照本院（2008）武侯民初字第 181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
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徐德建：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阳启才与被执行人徐德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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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奎执字
第 18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一、 向申请人阳启才支付欠款 28020
元。 二、负担申请执行费 320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奎屯市人民法院

刘文秋、李冰、周志伟：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
克苏地区分行与你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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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兵一执字第 3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缴纳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款项 993601.25元及邮政特快专递费 875元；（2） 缴纳迟
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每日 322.92元；（3）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2336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
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秋、段云清、吕中林：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阿克苏地区分行与你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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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兵一执字第 4 号执行通知书。 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
缴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1084162.44 元及邮政特快专
递费 875 元；（2） 缴纳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每日 352.35
元；（3）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3242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

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秋、段德强、李冰：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分行与你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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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兵一执字第 5 号执行通知书。 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
缴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1075468.73 元及邮政特快专
递费 875 元；（2） 缴纳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每日 349.53
元；（3）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3155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
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秋、段云清、吕中林：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阿克苏地区分行与你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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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兵一执字第 6 号执行通知书。 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
缴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1236974.12 元及邮政特快专
递费 875 元；（2） 缴纳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每日 402.02
元；（3）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14770 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
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刘文秋：本院执行的胡文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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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阿克苏垦执字第 12号执行通知书。 责
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缴
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689178元；（2）缴纳延迟履行期间
加倍债务利息 27104元：（3）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9294元：（4）以
上合计 725576元（暂计算到 2013年 12月 2日）。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
执行完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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