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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14年 2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07 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4〕 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的决定和修改后重新公布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607 次会议决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法释〔2006〕3 号，以下简称《规定
（一）》)第三条中的“第七十五条”修改为
“第七十四条”。

二、《规定（一）》第四条中的“第一百
五十二条”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一条”。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法释〔2008〕6 号，以下简称《规定
（二）》)第一条第一款中的“第一百八十
三条”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四、《规定（二）》第二条、第七条第一
款中的“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第一

百八十三条”。
五、《规定（二）》第十一条中的“第一

百八十六条”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五条”。
六、《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中的“第八十一条”修改为“第八十条”。
七、《规定（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第三款中的 “第一百五十二条”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八、 删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三）》(法释〔2011〕3 号，以下简称《规
定（三）》)第十二条第一项，并将该条修
改为“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

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 请求认定该
股东抽逃出资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
行分配；（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
其出资转出；（三）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
转出；（四）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
回的行为。 ”

九、《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中
的“第一百四十八条”修改为“第一百四
十七条”。

十、删去《规定（三）》第十五条。
十一、《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改为

第二十三条。 该条中的“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

十二、对《规定（三）》条文顺序作
相应调整。

十三、 本决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
股东出资相关纠纷案件，适用本决定；
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 当事人申
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

审的，不适用本决定。
《规定 （一）》《规定 （二）》《规定

（三）》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
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
规定的决定》 已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07 次会
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2 月 20 日

为正确适用 2005年 10月 27日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对人民法院在审
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 具体适用公司
法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公司法实施后， 人民法院尚
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 其民事行
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 适用
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第二条 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

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
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

定时， 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原告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事由， 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时， 超过公司法规定期限
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条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

定的 180 日以上连续持股期间， 应为
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 已期满
的持股时间； 规定的合计持有公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 是指两个以上股东
持股份额的合计。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实施前

已经终审的案件依法进行再审时， 不适
用公司法的规定。

第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08 年 5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47 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4年 2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07 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06 年 3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82 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4年 2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07 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为正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
司解散和清算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

下规定。
第一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

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
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并符
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 人民
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
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
严重困难的；

（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
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
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

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
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

失的情形。
股东以知情权、 利润分配请求权等

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
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
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同时又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

的， 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
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
院判决解散公司后， 依据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三条和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 自行
组织清算或者另行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

进行清算。
第三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时， 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证据
保全的， 在股东提供担保且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的情形下， 人民法院可予以保

全。
第四条 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

当以公司为被告。
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

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
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

诉。
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

他股东，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
讼。 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
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

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
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
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经人民法院调解公司收购原告股份

的， 公司应当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六个
月内将股份转让或者注销。 股份转让或
者注销之前， 原告不得以公司收购其股
份为由对抗公司债权人。

第六条 人民法院关于解散公司诉

讼作出的判决， 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
律约束力。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解散公司诉讼请

求后， 提起该诉讼的股东或者其他股东
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条 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三条的规定， 在解散事由出现之
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开始自行清
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 债权人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

（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的；

（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
算的；

（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
或者股东利益的。

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
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司清算案

件，应当及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可以从下列人员或者机

构中产生：
（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二）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
机构；

（三）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
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

格的人员。
第九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成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债权人、股东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
清算组成员：

（一）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行
为；

（二）丧失执业能力或者民事行为能
力；

（三）有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债权人利
益的行为。

第十条 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

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
以公司的名义进行。

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
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
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第十一条 公司清算时， 清算组应
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
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

债权人， 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
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

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

公告义务， 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
而未获清偿， 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
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清算时， 债权人对
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 可以要求
清算组重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
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定的债权仍有异

议， 债权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三条 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

未申报债权， 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
充申报的，清算组应予登记。

公司清算程序终结， 是指清算报告
经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完毕。

第十四条 债权人补充申报的债

权， 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
偿。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债
权人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

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但债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

债权人或者清算组， 以公司尚未分
配财产和股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已经取

得的财产， 不能全额清偿补充申报的债
权为由， 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公司自行清算的， 清算
方案应当报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确

认；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清算方案应当
报人民法院确认。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
清算组不得执行。

执行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给公司或

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股东或者债权
人主张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的，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清算

完毕。
因特殊情况无法在六个月内完成清

算的，清算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

在清理公司财产、 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
产清单时， 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
的， 可以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
偿方案。

债务清偿方案经全体债权人确认且

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 人民法
院可依清算组的申请裁定予以认可。 清
算组依据该清偿方案清偿债务后， 应当
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清算程序。

债权人对债务清偿方案不予确认或

者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 清算组应当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

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导致公
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
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

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
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
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
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
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
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
支持。

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以及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 恶意
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 或者
未经依法清算， 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
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 债权
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

算完毕后，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公司未
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导致公司无法
进行清算， 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 、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
东， 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
承担清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
支持。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

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

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二人以上

的， 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按照本规定第
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

民事责任后，主张其他人员按照过错
大小分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
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公司解散时，股东
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
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
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
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

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

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
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

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清算组成员从事清

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
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
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

东， 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
款的规定，以清算组成员有前款所述
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公司已经清算完毕注销，上述股
东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

的规定，直接以清算组成员为被告、其
他股东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解散公司诉讼案件

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 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
事机构所在地。 公司办事机构所在地
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县级市或
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

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地区、地级市以上的公
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

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

富阳市大千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申请执行人曾丽
玉与你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4）龙执字第 307 号执行通知书和责令被执行人报
告财产令，限你司于本公告送达期满后，按照本院（2013）龙民
一初字第 9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并且向你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龙执字第 307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你
司位于海口市金花路 7 号华强小区 6 号楼一层 5 号房 （第
HK115401号）过户至申请执行人曾丽玉名下。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富阳市大千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申请执行人陈巧
贤与你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4）龙执字第 308 号执行通知书和责令被执行人报
告财产令，限你司于本公告送达期满后，按照本院（2013）龙民
一初字第 92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并且向你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龙执字第 308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
执行人富阳市大千房地产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位于海口市金

花路 7 号华强小区 6 号楼一层 12 号房（第 HK115394 号）过户
至申请执行人陈巧贤名下。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范宝海、孙玉杰：本院受理郝迎新申请执行你们（2014）梅
执字第 57 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申请执行人郝迎新于
2014年 2月 1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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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
5日内仍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吉马特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宝清

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王秀华、陈永胜、王雅彬、黄志强、林国诉
你公司建筑工程合同执行一案，依法委托黑龙江省威翔价格评
估认证有限公司对土地使用证号为（2013）第黑蜂园区 H-1、H-
2、H-3 号土地及该土地上的两幢钢结构厂房进行评估，现已作

出黑威翔价鉴字（2013）第 042 号评估报告书，现予以公告送
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双鸭山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双鸭山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田永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金顺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决定对登记在你名下的坐落于
霸州市南孟镇田各庄村田旖小区 2 号楼 3 单元 501 室、601 室
（阁楼）及 B16号车库进行公开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
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通知你于公
告之日起第 65 日上午 9 时到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室参加选取拍卖机构活动，如未按时达到，视为你放弃相应权
利，本院将依法公开随机选取拍卖机构，并在确定拍卖机构后
由拍卖机构公告拍卖时间。 [河北]霸州市人民法院

丁荣秀：余振国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金执字第 113 号执行通知书及（2013）
金执字第 113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
内履行本院（2012）金民二初字第 5588 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名下位于郑州市郑东
新区正光北街 9号南 2单元 10层 1005号房产一套。 同时向你
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
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
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永肖、陈艳玲：权毅申请执行你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拒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对查封标的物进行
了评估，现公告送达豫远志评字（2014）F1230 评估报告等有关
法律文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有关法律
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自送达之日起第 20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 9 时到本院选择拍卖机构。 逾期视为你们自动放弃相关权
利，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

孙培红、申军德：我院因执行祝斌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内执字第 42 号执行通知书、
限期履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
将依法拍卖在诉讼过程中查封的你们名下的位于安阳市殷都

区梅园庄街道办事处文峰大道西段果园新村 6 号楼 3 单元 6
层西户的 128.51平方米房屋一套（房产证号为安阳市房权证殷
都区第 00007826 号） 及申军德的车牌号为豫 EPH119 江淮瑞
鹰牌轿车一辆。 [河南]内黄县人民法院

魏俊超、葛玉玲：本院受理魏红娟诉你们民间借贷一案，因你们
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已裁定拍卖你们所有的位于禹州市
电厂家属院内 4号楼 1单元 2楼东户的房产一处（房产证号为 08-
1249）。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张攀：本院已立案执行张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西执字第 11 号执
行通知书。 限你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日内按照西华县人民
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 56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
毕，逾期则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河南]西华县人民法院

冯冬云：本院受理申请人邓大毛申请执行（2011）崇民初字
第 22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崇执字
第 11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等。 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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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崇仁县人民法院
卫小芳：唐根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中，案外人卫

嘉业对本院查封卫嘉业名下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天韵

苑 16 幢 406 室房屋一套中属你应有的份额提出异议。 本院经
公开听证审查于 2014年 1月 3日作出（2013）吴执异字第 0003
号民事裁定。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3）吴执异字第 0003 号民事
裁定书，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至本院领取上述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后 15
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韩秀静：本院受理徐东升申请执行你（2013）营鲅执字第
548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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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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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韩秀静：本院受理刘宝财申请执行你（2013）营鲅执字第
547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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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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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韩秀静：本院受理杨纯忠申请执行你（2013）营鲅执字第
542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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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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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韩秀静：本院受理潘婷婷申请执行你（2013）营鲅执字第
541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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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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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齐国富：本院受理刘艳梅申请执行你（2012）营鲅执字第
189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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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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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韩秀静：本院受理张金良、郭庆柱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
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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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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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朱晓明：本院受理通辽市永茂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科法执字第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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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公告期满后 2 日内，不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你所有的通辽市河西街道办
事处永茂水岸国际小区 1 期 1# 楼-/-110， 建筑面积 199.38 平
方米房产进行评估。 限你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20 日 9 时到我院
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法进
行评估。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谭言毅：本院执行的周勇、谭敬与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 1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本院（2013）武侯民初字第 4355 号
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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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珠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拉萨海关与你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 465 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按照本院（2011）武侯民初字第 265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萨海

关履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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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梅：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小天竺支行

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并向你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 因你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将
对你所有的位于四川省郫县犀浦镇金粮路 566 号新里·派克公
馆 27栋 5单元 13楼 26号房屋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通知
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到本院技术室， 本院将随机抽取选定评
估、拍卖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 所选定的评估拍卖机构
不再另行公告。 [四川]郫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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