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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解 析

网络传销案中传销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认定
———江苏淮安清浦法院判决郭艳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

回收不具标识功能的酒瓶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
重 点 发 布

法 案 精 要 同代血亲认定不能参照适用“推定亲子关系”规则

裁判要旨

瓶身烙有特定文字的啤酒瓶被回收后， 回收者显著标识自己
的商品信息， 阻断自己产品与瓶身原有特定文字的联系， 应认定
该回收利用行为是将酒瓶作为容器用途， 不构成商标侵权。

裁判要旨

“同代血亲” 一方请求确认与另一方存在血亲关系， 若另一方拒
绝做血亲鉴定， 不能参照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推定亲子关系的规定
认定血亲关系。

裁判要旨

网络传销组织吸收的管理人员， 在传销过程中积极组织实
施传销活动和从事传销管理工作， 对传销活动的扩张起到了策
划、 布置、 指挥、 协调等关键作用的， 应以组织、 领导传销活
动罪定罪量刑。

案情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是 “YAN鄄
JING”商标注册人。2007年6月，北京燕
京啤酒集团公司将 “YANJING”商标许
可燕京广东公司使用， 并授权燕京广东
公司对侵犯 “YANJING”商标权的行为
提起诉讼。 燕京广东公司生产的啤酒瓶
在距瓶底约 3CM处正反面烙有 “YAN
JING BEER”凸感文字 ，该文字需近距
离细看方能辨识。 燕京广东公司用该类
啤酒瓶灌装的成品， 在瓶颈及瓶身正中
部位贴有“燕京鲜啤”纸质标识，瓶身部
贴标主色调为金黄色、 贴标中部有一椭
圆，约占贴标面积2/3，居中有“燕京精
品鲜啤”六字将椭圆等面积横切。椭圆内
印有一金黄色呈流线型类酒瓶状图形，
该图形的外围以绿色填充。 瓶身贴标下
方有“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出品”一行
小字，瓶颈贴有“燕京啤酒”黄色贴标。

京都公司为“赣威”商标注册人，核定
使用商品为啤酒。京都公司从市场上回收
其他厂商的啤酒瓶用于灌装其自产的啤

酒。 其回收的啤酒瓶中包含烙有 “YAN
JING BEER”字样的啤酒瓶。京都公司将
回收的啤酒瓶瓶身贴上大小不一的两处

贴标，整体均呈蓝白色，其中瓶身大贴标
左上角有一蓝色的小圆圈，圈内标注“赣
威”字样，贴标正中略上部位印有五座尖
顶式建筑，建筑底座正下方往下依次标有
“Jingdubeer”、“冰纯啤酒”字样。 在大
贴标对侧有一小贴标 ， 小贴标上有
“Jingdubeer”字样，小贴标下方标注
了京都公司的名称、地址及联系电话。 京

都公司用于包装“冰纯啤酒”的纸箱外包
装图案与其瓶身贴标图案大体一致。

裁判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京都公司将其回收的啤酒瓶贴上京
都公司的“赣威”商标、公司地址及联系
电话的纸质标识， 明确告知消费者该产
品系京都公司生产， 贴标中的图案及文
字均与燕京广东公司的啤酒产品区别明

显 。 虽然啤酒瓶上烙有 “YAN JING
BEER”字样，但因该文字处于瓶体偏低
部位并与啤酒瓶身同色且呈透明状，使
得该文字与整个酒瓶浑然一体， 消费者
不近距离察看难以辨识。对于广大啤酒消
费者而言，购买啤酒时注重品牌，而消费
者辨别不同品牌啤酒的方法主要依赖于

啤酒瓶瓶体标明的商品名称、商标及生产
厂商等文字、图案信息，对于购买整箱啤
酒的消费者及啤酒经销商而言，注重的是
所购啤酒的外包装所标明的商品名称、商
标及生产商等信息。 京都公司生产的啤
酒，无论是商品名称、外包装还是装潢，均
与“燕京啤酒”存在显著区别。啤酒瓶上除
原烙有的“YAN JING BEER”字样外，京
都公司并未蓄意标示与燕京广东公司啤

酒产品有关的任何信息。京都公司利用燕
京广东公司的啤酒瓶，仅仅是利用该啤酒
瓶的容器功能， 并非使用该啤酒瓶上的
“YAN JING BEER”字样。京都公司在产

品上突出“赣威”商标等信息，客观上不会
引起相关消费者对双方当事人的啤酒混

淆或误认。故判决驳回燕京广东公司要求
京都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的全部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京都公司回收
利用“YAN JING BEER”字样酒瓶是否
侵犯燕京广东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首先， 从合同自由角度分析京都公
司回收烙有“YAN JING BEER”字样啤
酒瓶的行为是否合法。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的GB4544-1996啤酒瓶标准建议
“啤酒瓶回收使用期为两年”；《关于实施
啤酒瓶强制性国家标准若干问题的通

知》 允许从社会上回收啤酒瓶。 由此可
知，在符合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国家提倡
鼓励从社会上回收啤酒瓶， 现实中啤酒
企业也存在相互回收旧啤酒瓶灌装啤酒

的通例。 燕京广东公司的啤酒瓶上虽烙
有“YANJING BEER”文字，但其既未申
请其啤酒瓶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也未采
取特别措施防止其啤酒瓶被其他啤酒企

业循环利用。因此，燕京广东公司对烙有
“YANJING BEER” 字样的啤酒瓶不享
有专用权， 应认定京都公司回收利用烙
有“YAN JING BEER”字样的啤酒瓶不
违法。

其次， 从混淆误认角度分析京都公

司利用烙有“YAN JING BEER”字样啤
酒瓶的行为是否合法。 商标的功能是区
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制止商标侵权行为
的目的是避免消费者对相同或类似商品

发生混淆或误认。 京都公司回收啤酒瓶
后， 彻底清除酒瓶上标示他人商品的标
识， 再贴上标有京都公司商标等商品信
息的贴标。 结合回收的啤酒瓶上“YAN
JING BEER” 字样烙于瓶体偏低部位，
“YAN JING BEER”与啤酒瓶体同色且
呈透明状， 使得该文字与整个啤酒瓶浑
然一体，消费者不细察难以辨识之事实，
可认定京都公司回收其他啤酒厂商的啤

酒瓶的行为目的是利用啤酒瓶的容器功

能 ， 主观上不具有侵害 “YAN JING
BEER”商标的故意。

再次， 从商标固有的显著性分析，
“YAN JING BEER”位处瓶体偏低部且
与整个啤酒瓶浑然一体，使“YAN JING
BEER”丧失了作为标识使用的显著性。
消费者在购买啤酒时，主要是根据商标、
包装或瓶贴标明的信息来判断其所需选

购的商品， 并不以啤酒瓶的非主要部位
是否存有不显著的“YAN JING BEER”
来决定取舍；尤其是整件（箱）选购时，啤
酒瓶上“YAN JING BEER”字样作为标
识的功能已荡然无存。 故消费者不会对
其选购的“冰纯啤酒”误认为来源于燕京
广东公司，进而混淆、误认两者的产品来
源。

综上， 京都公司回收利用燕京广东
公司的啤酒瓶的行为并未侵犯 “YAN鄄
JING”商标专用权。

本案案号：（2012） 赣中民四初字第
44号

案例编写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邹
征优 信丰县人民法院 吴 懿

案情

原告王某在其母王某某与鲍某婚姻

存续期间于1999年3月9日出生，被告陈
某之父陈某某此时尚未与其前妻离婚。
王某某、 陈某某各自离婚后于2001年8
月共同居住生活，王某有时与陈某、陈某
某及王某某共同生活， 并与陈某某有合
影。 2011年3月18日，陈某某因病去世，
王某也参加了其葬礼。 王某认为，虽然生
父陈某某已故， 但自己确系陈某某与王
某某所生， 与陈某具有血亲上的姐弟关
系； 陈某认为王某所述不是事实，1999
年陈某某、王某某有各自的家庭，也不存
在恋爱关系， 且陈某某多年来从未提及
王某是其儿子。 王某为拥有正当身份，诉
请法院确认陈某是其血亲上的姐姐。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某已故，
王某申请对其与陈某系血亲上的姐弟关

系司法鉴定，但陈某明确表示不配合，鉴
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不能直接强制当事

人进行此类鉴定， 故王某的鉴定申请无
法进行。 王某虽诉称系陈某某的非婚生
子女， 但并未提交其他证明其与陈某某
亲子关系的直接证据， 其所提交的证人
证言及照片等均系间接证据和传来证

据，且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据此认
定与陈某具有血亲上的姐弟关系， 故驳
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起诉要

求确认陈某系其血亲上的姐姐， 但其提
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陈某某存在某种

较为亲密的关系， 而无法证明二人存在
自然血亲或者拟制血亲关系。 王某否认

自己与王某某前夫鲍某存在亲子关系，
但即使该主张客观成立， 也不能当然得
出王某与陈某某存在亲子关系的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
第二款关于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
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
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

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一方的主张成立”的规定，仅适用于推
定确认亲子关系的情形， 不适用于本案
中姐弟血亲关系的认定。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是： 陈某拒绝配合血
亲鉴定，能否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推定血亲
关系成立？

身份关系形成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

自然出生和法律上的拟制， 但不同代之
间或者同代之间诉诸司法请求确认生物

学意义上的血亲关系， 司法认定身份关
系关键证据是DNA鉴定结论。 法院审理
此类确认身份关系的案件， 首先应当遵
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因己方

举证不能或者不力，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本案争议发生在陈某某死后，陈
某某的死亡的确在客观上导致了原告王

某诉请所需的直接证据DNA样本取证
不能。但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王某虽系
未成年人， 但其法定代理人王某某与陈
某某同居共同生活近十年， 其间， 王某
某、 陈某某完全有能力通过法律形成拟
制亲子关系或者主动通过亲子鉴定而确

定亲子关系， 抑或通过证据保全的形式
保全陈某某的DNA样本鉴定确定王某
的身份， 然而王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怠
于自身维权或者保全关键证据， 这种消
极的不作为直接导致王某无法举示所需

的直接证据即陈某某的DNA样本，应当
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从法律
上讲，王某出生于1999年，系王某某与鲍
某婚姻存续其间所生孩子， 具有法律上
的身份； 即便2001年至2011年王某及王
某某与陈某及陈某某共同生活， 王某与
陈某某也只是同居生活关系， 王某某与
陈某某并未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家庭关

系， 当然陈某与王某也不存在法律上的
姐弟关系。最后，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
事人一方因无法举示的证据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调取 ， 但因本案定案的证据是
DNA，而DNA的载体是人身，涉及公民

身体权等人身合法权益， 本案陈某已经
明确拒绝配合DNA鉴定，人民法院也不
能强制陈某进行DNA司法鉴定。

就本案而言， 人民法院要考量当事
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公正裁判。 本案王某
有权获得身份关系上的法律认证， 但根
据公民一方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方的合

法权益的法理， 王某行使民事权利不能
损害陈某的人身权益； 若陈某配合进行
DNA鉴定， 则是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
法律应当予以尊重；若陈某拒绝鉴定，因
DNA载体为身体，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
人身自由权，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
序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另外DNA信息作
为人身信息涉及的人身隐私， 也应当加
以保护；陈某某虽然死亡，但是鉴于王某
的诉求，如果法院准许鉴定申请，则面临
未知可否的鉴定结果， 存在侵害陈某权
益的法律风险。 因此本案中虽然王某申
请对陈某进行DNA鉴定，法院也会慎重
裁决是否准许， 毕竟公民的合法权益应
当得到平等的保护， 不能因为支持一方
诉求而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 王某诉请确认与陈某存在
血亲关系，陈某明确表示拒绝DNA司法
鉴定。血亲关系不等同于亲子关系，因此
本案不能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三）》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案案号 ：（2012） 中区民初字第
07187号 ，（2012） 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4474号

案例编写人：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潘建兴

案情

2012年4月， 邓世蕾创设名为宝
马公司的网络传销组织， 被告人郭艳
等被该组织吸收并成为该组织传销网

站元老级会员。 2012年6月， 郭艳等
在该公司推出的动态系统中注册了

17个动态账号， 并以这些账号为基
础， 搭建出该组织动态网络的上层基
干从事传销活动， 直接或间接以发展
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 引诱参
加者再发展他人参加 ， 骗取巨额财
物， 从而形成了宝马公司传销模式：
即先以静态投资高额回报为名吸引人

员参加， 继而要求参加人员加入该组
织的动态积分回馈计划， 要求参加者
缴纳每单5500元获得会员资格， 并
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会员通过发
展下线获得奖励积分， 进而通过向公
司或报单中心出售积分变现。

为诱骗会员发展更多下线加入传

销组织，宝马公司还设立聊天室、会议
室等网站，开展讲课、文艺、会议等一
系列活动， 对会员进行洗脑和灌输加
入该公司能快速挣钱的思想， 还制定
发展计划以及研究对抗公安机关侦查

等。 郭艳等19名被告人通过担任聊天
室、会议室负责人或主持人、进行传销
讲课和宣传答疑、 管理日常事务和财
务工作、充当报单中心、发展和引诱他
人发展下线等方式均不同程度地参与

了该公司传销活动及管理工作。

裁判

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郭艳等19名被告人明知宝马公司
系传销组织仍积极参与， 并在传销中
担任管理人员， 通过讲课、 宣传、 鼓
动、 利诱等方式组织实施传销活动、
开展传销管理工作、 发展和引诱他人
发展下线， 其行为已构成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罪。 判决： 一、 郭艳等19名
被告人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十一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至50万元。 二、
涉案赃款赃物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评析

1.本案被告人实施的网络积分回
馈变现经营管理行为符合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罪的客观特征。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客观方
面有三个特征： （1） “经营” 形式
上具有欺骗性 。 传销组织所宣传的
“经营” 活动是幌子， 没有什么实际
经营活动， 其许诺或支付成员的回报
往往来自成员缴纳的入门费。 因此，
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获得加入资格是其惯用的引诱方

式 ， 而骗取财物是本质目的 。 （2）
计酬方式上， 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
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 传销通过
发展参加者， 再要求被发展者不断发
展新人加入而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
下线发展人数多少为依据计算和给付

上线报酬， 这是它计酬的特点。 （3）
组织结构上具有层级性。 传销组织通
常将成员分成不同等级， 只有发展一
定数量下线后才能升级， 由此呈现底

大尖小的 “金字塔形” 结构。 因此，
实行层级管理是其组织结构特点。

本案中， 郭艳等19名被告人加入
宝马公司后，注册网络动态账号，通过
网络发布虚假信息，以讲课、宣传和许
诺高额回报来诱引他人参加他们所谓

的“投资”。在他人参加后，他们即要求
参加人员加入网络动态积分回馈变现

计划、 缴纳资格费用和接受层级化管
理， 同时以参加人员发展下线数量作
为计酬和返利依据， 用发展下线越多
网络积分回馈变现越多方式来引诱参

加者再发展新人加入， 从而骗取巨额
财物。 因此，他们的行为符合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特征。

2.本案被告人在传销活动中的职
责作用符合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主体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

准的规定 （二 ）》 第七十八条规定 ：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 领导者是指在传
销活动中起组织 、 领导作用的发起
人、 决策人、 操纵者， 以及在传销活
动中担负策划、 指挥、 布置、 协调等
重要职责， 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人员。 本案中， 郭艳等
19名被告人虽不是传销发起人、 决策
人和操纵者 ， 但他们加入宝马公司
后， 通过积极实施发展和引诱他人发
展下线等传销活动， 不少人取得了元
老级会员身份， 且基本上是黄马以上
层次的高管， 同时还分别在传销组织
中担任聊天室负责人 、 主持人 、 讲
师、 宣传人员、 财务负责人、 报单中
心管理人员。 他们在传销活动扩张过
程中起到了组织 、 策划 、 指挥 、 布
置、 协调等重要作用， 也对传销组织
的迅猛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

用， 属于在传销活动中起骨干、 领导
作用的人， 符合上述规定第七十八条
中所列举的发起人、 决策人、 操纵者
之外的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他主
体特征要求。

3．本案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符合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法精神。
传销是 “涉众型” 经济犯罪， 其组织
通常呈 “金字塔形” 结构。 传销时，
除了最底层， 其他层级传销人员都存
在或多或少的组织领导行为。 但从现
行关于传销定罪的立法精神看， 是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司法实务中
对传销罪名中组织、 领导者的身份定
位必须慎重， 否则容易造成打击面过
大而影响社会稳定。 本案中， 郭艳等
19名被告人虽非传销活动发起人、 决
策人和操纵者， 但他们均是传销组织
的高级管理人员， 对传销活动的扩张
起到了组织、 策划、 布置、 协调和推
波助澜的骨干作用， 无论从他们负责
管理的范围、 在网络传销中的层级、
涉案金额、 发展和引诱他人发展下线
人数方面， 均明显有别于一般传销人
员， 因此属于刑法打击的对象。

本案案号： (2013) 浦刑初字第
0063号。

案例编写人 ： 江苏省淮安市清
浦区人民法院 张广兄 蔡宏志

沙漪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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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拓： 本院受理原告邱丽娟申请执行继承纠纷（2013）
北民初字第 312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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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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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天水市众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水
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省高院（2004）甘民一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天执裁字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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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泳：关于张雷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二七法执字第 1018 号执行通知书和选
取评估机构通知书。 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到本院 617办公
室履行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2）郑黄证执字第 6 号执行证书
确定的还款义务。 若逾期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请
于逾期之日起五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
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被查封
房产进行委托评估，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意达植物油脂有限公司、冯合喜：彭贵生申请执行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金执字
第 23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2）金民二初字第 293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对焦作市意达植物油脂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焦作市丰

收路西段路南 31770.21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
（2000）30014号】予以评估、拍卖。 限你们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第 10 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拍卖裁定，第 15 日到本院选取评估
机构，第 40 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第 50 日到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选取拍卖机构。 上述土地拍卖所得价款将用于清偿相关
债务。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刘志明、张蒙：本院执行的李高峰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开法执字第 209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开法执字第 2094 号执行裁
定书（拍卖已查封的被执行人刘志明所有的位于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北二路 66 号远大理想城 H6 幢 67 号楼 1 单元 2 层
205 室房产一套，购房合同号 J11789631）和到庭选择评估机构
通知书，责令你们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郑州市惠济区
公证处的（2013）郑惠证执字第 39 号执行证书所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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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既未履行又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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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领、李付政、金政、李保红、司志程、杨文正、孙国伟、朱

道克、刘孝恩、薛永舟、李爱民、胡朋来、厉岑超、郭善峰、王丽
娜、陈大伟、郭红军、金志化、郭运峰、张鹏飞、张永军、王胜军、
刘纪、缑文聪、刘顺中、刘勇、杨阿强、王彦超、赵彦飞、张建勇：
本院受理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挂靠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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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到开封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逾期仍不办
理的，视为自动解除挂靠关系。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李秋宁： 本院受理的张秀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宁执字第 112 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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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3）宁民初字第
73号、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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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宁县人民法院

贾建国、张兰芳：本院在执行葛建中申请执行你二人借款
合同一案中，因你二人住址不详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3）红法执字第 304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二人自公
告之日起 5 日内履行通知书所确定的义务： 偿还葛建中本金

15.4 万元及利息。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赵云志、朱健霞：本院在执行河南省四达仙龙实业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赵云志、朱健霞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3）红法执字第 474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自动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2013）红民二初字第 12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吕焕章、刘海红：本院受理陈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鄂城执字第 00042 号执行
通知书和（2014）鄂鄂城执字第 00042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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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丁静：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红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沙洋执字第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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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沙洋人民法院

杨文芳（女，1969 年 4 月 29 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
区天鹅游路 47号 302房。 身份证号：430121196904294422）：
本院在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执行杨文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如下法律文书：1、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湘经典
评字（2014）长司 000101A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2、（2013）芙执字
第 1432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3、本院（2013）芙执字第 1432-1 号
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根

据上述法律文书，你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涂北新村湘计花
园 1 栋 702 的房屋（权证号：00464199）评估价为 485000 元（含
室内物品）。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2013）芙民初
字第 9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拍卖
你所有的上述房屋。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勤隆（湖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
许小玲与你公司仲裁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民执字第 00467 号
执行裁定书及本院（2013）望执字第 839 号通知，通知责令你公
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将长沙市韶山北路 333 号城
市动力 9 单元 901 房屋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许小玲，并从本院领
取申请执行人支付的购房款 213 670 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何强、石微：本院执行的张建武与何强、石微、湖南何强面业
有限公司、湖南何强实业有限公司、何建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委托湖南志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
行人石微名下的座落于长沙市雨花区美林街 35号盐船山生态园
5栋，房屋产权证号为 712169075号的房屋进行了评估，评估市
值为人民币 1421954元，家电家俱总价为人民币 41700元。 现向
你公告送达志成估字（2014）第 0122ZFAS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如对上述估价报告有异议， 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 逾期视为放弃，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产以清偿你
拖欠的债务。 [湖南]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

王俊海：申请人赵玉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按执
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我院依法决定对你所有的位
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叶镇中敖本台嘎查（左）林证字（2010）第
25870号，林班号为 40，小班号为 03林地使用亩数及地上杨树进
行数量、直径鉴定。现通知你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第 60日的次日
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到我院技术室选择确定鉴定机构，逾期
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法随机确定鉴定机构，并对该
财产进行鉴定。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烟台市东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隋志强、王嫘：本院执行的
东港市长山机械修造厂与烟台市东航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东港市长山机械修造厂申请执行（2013）
开商初字第 2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开
执字第 450-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隋志强、王嫘为本案被
执行人。 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开执字第 450-2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查封王嫘买受的登记在烟台银都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的位于烟台市海港路 27号 1503号、1505号房产。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烟台开发区新世纪工贸科技有限公司、滕书训、滕政伟：本

院执行的刘玉与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刘玉申请
执行（2006）开民一初字第 506 号及（2008）烟民一终字第 32 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8）开执字第 513-5 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滕政伟所有的位于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江路 170号 2号内 9 号房产 （房产证号：K015462）一
套。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宋国智：本院受理贾秀梅诉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申请人贾秀梅申请执行曲阜市人民法院（2012）曲民初字
第 72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曲执字第
767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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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曲阜市人民法院
郭兴飞：申请执行人孙明宙与被执行人郭兴飞合同纠纷一

案，我院依法裁定对位于菏泽市丹阳办事处桑屯社区的房院一
处（菏市房权证市直第 084579 号）进行价值评估。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菏开技委字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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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下周二下午十五时到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机构选择

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
评估机构的进行和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 专业机构确定后，本
院将不再另行公告通知你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名称、不再另行
公告送达勘验通知， 将直接组织专业机构对现场进行勘验，直
至评估、拍卖。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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