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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实 践

公民代理制度
实施中的难点

◇ 程英卫

嘱托登记中登记机构审查标准的合理界定法 制 新 论

◇ 王永亮

房地产登记机构依据人民法院已生

效法律文书所进行的登记在学理上被称

为嘱托登记。 依据物权法以及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的规定， 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
严格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履行登记义

务 ， 并相应地取得司法审查豁免的待
遇。 但实践中， 地方性法规却又往往对
嘱托登记设定了条件， 赋予了房地产登
记机构对 “登记与法律文书内容是否一
致” 的裁量权， 从而使嘱托登记的最终
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于房地产

登记机构的主观判断。 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实施若干规定》
第四条规定：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在
作出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决定后向

房地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 登记机构
应当在收到有关财产保全等限制措施决

定后 5 个工作日内， 与房地产登记册进
行核对。”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技术规
定 （试行）》 第 7.1.1.1 条规定： “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 纪检监察机关、 公
安机关 、 税务机关等对建设用地使用
权、 房屋所有权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
制措施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登记的，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向登记机构提交下列

文件： （一） 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执行公务的身份证明 （复印件）； （二）
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对建设用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依法实施财产保全等限制措

施的文件 （原件 ）。” 第 3.2.14.3 条规
定 ： “申请人不能提交房地产权证书
的， 登记机构应当核查房地产登记簿记
载的原房地产权利人是否与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调解或者裁决书等法律文件认定

的原房地产权利人一致。”
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

上述上海市的地方性规定， 均对登记机构
的审查义务提出了要求， 即登记机构在依
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作出登记之前， 必
须进行合理的审查。 但容易引发争议的
是， 登记机构判断 “登记与法律文书是否
一致” 的标准应当如何合理确定呢？ 如果
登记机构的判断标准随意性过大， 则可能
有碍嘱托登记的最终实现。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笔者以
自己审理过的一起登记案件予以说明。
法院执行裁定书上表述的内容为： “将
胡某某所有的坐落于大东方路 150 号
401 室的房屋转移登记至郭某某名下”，
但登记机构核对后发现， 大东方路 150
号 401 室登记的权利人并非胡某某， 而
是胡某某作为控股股东成立的大华有限

责任公司。 尽管如此， 登记机构还是按
照裁定书的要求将房屋登记在郭某某名

下。 大华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 登记机构的嘱托登记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呢？ 审理中即出现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 登记簿上大东方路
150 号 401 室房屋的权利人是大华有限
责任公司 ， 而法院裁定书上写的是将
“胡某某所有的” 大东方路 150 号 401
室房屋进行转移登记， 明显属于 “登记
与法律文书内容不一致”。 第二种意见
认为， 在登记簿与生效法律文书就权利
人的认定不一致时， 房屋的真正权利人
应当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房屋门牌
号明确， 则唯一性可以确定， 登记机构
对于房屋的权属并没有审查的义务。 因
此 ， 登记行为符合司法审查豁免的条
件， 法院不应当受理。 笔者赞同第二种

意见， 法院最终也按照第二种意见作出
了处理。

通过此案， 笔者希望强调的是， 登
记机构对法律文书应当仅作形式审查。 审
查的关键在于法律文书的可执行性， 即法
律文书所载明的内容按照现有的登记条件

是否可以实现。 只要客观上具备可执行
性， 登记机构即应当予以登记。 笔者认
为， 嘱托登记的可执行性取决于以下三项
内容： 不动产四至、 登记类型以及法律文
书确定的登记权利人。 只要不动产四至、
登记类型以及法律文书确定的登记权利人

明确， 则嘱托登记即具有可执行性， 登记
机构即应无条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内

容。 至于房地产所有权认定等问题， 则不
应纳入登记机构的审查范围， 登记机构不
必也不应进行审查。

（作者单位：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新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制

度进行了完善 ， 但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 ， 笔者发现该制度的实际运
行存在 “三难”：

一是获得社区推荐难 。 在立
案 、 审理过程中有当事人反映 ，
部分 （村 ） 社区以诸如对被推荐
人不熟悉 、 不知道如何写推荐信
等为理由不愿意开具推荐信 。 在
当事人为外地户籍的情况下 ， 推
荐手续较为繁琐 。 我院就曾有一
个道赔案件， 一方为外地当事人，
因经济问题想委托朋友为代理人，
但因为推荐函的问题往返家乡和

苏州多趟 。 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
的经济负担 ， 另一方面也让当事
人对法院产生负面情绪 。 法院经
过调研发现 ， 有少数社区尚不清
楚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 认为社
区的职责范围不包括给居民推荐

代理人 ； 部分社区根本不清楚推
荐的标准 、 程序以及如何对其进
行资格审查。

二是证明材料审查难。 目前，
相关行政部门尚未就推荐的具体形

式、 流程等作出规定， 实践中社区
出具的推荐材料形式不一。 有单位
仅在委托书上盖章， 无其他表述；
有单位出具介绍信； 有单位则出具
推荐信； 还有的单位推荐信只是笼
统地推荐某人为某人的代理人， 缺
少案件 、 代理人身份等必要的信

息。 证明材料的不统一导致立案审
查时难以把握。 由于缺乏扎口管理
的行政部门， 法院在对代理人资格
产生疑问时无法及时进行核实。

三是法院监督制约难。 新民诉
法第五十八条删除了 “经人民法院
许可的其他公民” 可以担任诉讼代
理人的规定 ， 意味着对于一般公
民， 其只要持符合规定的推荐信，
法院就应当认可其代理人资格， 这
在客观上给了少数不法公民代理人

“合法化” 的机会。 我院在审理中
就曾发现有短期内代理十余件案件

的 “职业公民代理人” 和存在刑事
犯罪记录的 “不适格公民代理人”，
鉴于法律规定， 法院并无有效的相
应制约措施。

为此， 笔者建议： 一是明确操
作规范， 细化推荐流程。 建议上级
机关尽早明确推荐公民代理人的审

查条件和操作细则， 并对有刑事犯
罪记录、 “有偿代理” 等不适合推
荐为公民代理人的情形作出进一步

明确规定。 二是强化法律释明， 严
格资格审查。 法院在接收案件材料
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范

围、 公民代理条件及应提供的材料
等， 方便当事人及时做好准备。 加
大对公民代理的审查力度， 对于频
繁接受代理的公民代理人以及公司

等其他组织推荐的公民代理人进一

步核实其推荐材料的真实性。 三是
推行备案制度， 加强沟通协作。 建
立以社区为主的推荐单位名册， 方
便及时核实推荐信息。 推行推荐单
位、 司法行政机关、 法院 “三位一
体” 的代理人登记备案制度， 各单
位应当就公民代理情况登记造册，
并及时汇总分析异常情况。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虎
丘区人民法院）

资本制度改革与公司法的司法适用
民 商 焦 点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
士生导师 赵旭东

我国公司法资本制度的改革对传统

的公司法原理和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冲

击， 构成资本制度的几项基本法律规则
都被动摇： 公司设立不再有最低资本额
的要求； 注册资本不必是实缴资本而可
以只认不缴 ； 股东出资不需要有最低
30%的现金比例； 资本不再需要验资。
这些制度变革无不指向与司法裁判密切

相关的股东出资义务与责任， 并由此对
公司法的司法适用和裁判提出了尖锐的

挑战： 在新资本制度下， 股东是否还负
有出资义务与责任？ 注册资本可以认而
不缴， 对于确定股东出资责任还有什么
意义？ 取消了验资程序， 股东是否还需
再对资本的真实性负责？ 更具全局性的
问题是，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
法解释 （三） 中与股东出资责任相关的
条款会否受到颠覆性的影响， 是否需要
做重新的解释？ 本次公司法修改来的突
然， 匆忙急就， 给法律实施和司法适用
也只留出了两个月的准备期间 ， 2014
年 3 月 1 日， 修改后的公司法将正式施
行，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已成商事审判的
当务之急。

一、 取消最低资本额并不解
除股东出资义务

公司法虽然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额

的规定， 但与公司资本相伴而生的股东
出资义务却并不随之消灭。 公司资本来
源于股东的出资， 要保障公司资本的真
实与可靠， 必以股东出资的真实有效为
条件， 在最低资本额制度之下， 既有法
定最低资本额的门槛， 必有股东出资义
务的底线， 而今没有了最低资本额， 股
东的出资义务没有了最低的极限， 但并
不意味着股东出资义务的免除。 决定每
一公司股东出资范围的并非法定最低资

本额， 而是公司自我设定的注册资本。
该资本一经确定并注册登记， 即产生了
全体股东的出资义务。 最低资本额的取
消， 改变的只是股东出资义务的数额，
而非股东出资义务本身。 股东出资义务
既是约定义务也是法定义务。 就约定义
务而言， 每一公司的资本多少和各个股
东认购的出资额的确完全取决于股东的

自愿。 与此同时， 当资本被注册、 股东
认购的出资额被登记后， 股东即应依法
承担资本项下的出资义务， 这又体现出
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定性， 而这种义务从
约定转换到法定的合理根据则在于注册

资本应有的公示效力。

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司法问题则是

公司资本不足对公司法人人格及股东责

任的影响。 尽管法无最低资本要求， 但
不意味着从事特定营业活动的公司没有

最低资本的经营需求 。 因此 ， 在法理
上， 公司资本不足是公司法人格否认的
重要事由 ， 而公司法律人格一旦被否
定， 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就不再
限于其认缴的出资额。 我国的法人格否
认制度引进时间尚短， 在最低资本额的
限制之下 ， 资本显著不足的问题被掩
藏， 没有了法定最低资本， 以资本显著
不足而否定公司人格的问题将会凸显。

二、 完全的认缴资本制并不
改变股东的出资义务

原公司法本已允许注册公司资本认

而不缴， 即可以是全体股东认缴的资本
额而不必一次实际缴纳， 只不过对此施
加了首次缴纳比例、 缴纳期限等若干限
制。 本次改革将原有的几项法定限制完
全取消， 实行了注册资本的 “零首付”，
从有限制的、 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转变
为无限制的、 完全的认缴资本制。 由此
不免使一些朴素的投资者感到， 资本不
再构成对股东出资行为的硬约束， 似乎
可以随心所欲地设定注册资本规模， 而
无需背负注册资本之下的出资义务。 显
然， 这是又一个错觉和误解。

其实， 无论资本的认缴还是实缴，
都不会改变股东出资义务的存在。 资本
认缴制不要求股东即时给付出资财产，
但出资义务尤其是出资数额却是同样确

定的， 只不过出资义务履行的时间有所
不同。 不能将认缴资本当作永远无需兑
现的空头支票， 更不应将公司注册资本
当作可以漫天设定、 随意玩弄的儿戏。
公司股东在发起协议或设立协议、 合资
合同、 认股书、 增资协议等具有法律效
力的法律文件和法律行为中的同意或认

缴构成民商法上的承诺， 认缴承诺与发
行要约一致时出资协议即生成立效力，
出资的承诺同时成为股东必须承担的法

律义务。 从有限制的认缴资本制到无限
制的认缴资本制的转变并不导致股东出

资义务和范围的任何改变， 全体股东承
担的依然是整个注册资本项下的出资义

务， 所改变的只是具体出资义务的时间
与期限。 应该看到， 出资履行期的不定
最容易让人产生出资义务不存在错觉，

也许有的公司直到解散终止， 都未向股
东催缴过出资， 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出
资义务的不存在。 如同无期限民事债务
一样， 履行期不定的出资义务也是一种
股东对公司的无期限债务， 履行期限的
有无不会决定债务本身的存在。 我国破
产法关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对此提供了充

分的法律依据和支持， 该法第的三十五
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

的， 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
缴的出资 ， 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
依此规定， 当公司进入破产程序， 不论
它的成员或股东的出资期限是否已到

期 ， 凡承诺缴纳出资的法人成员或股
东， 只要其尚未完全向债务人企业全额
缴纳出资的， 均应当即时缴纳。

三、 实缴资本依然决定股东
的出资责任

完全认缴资本制的实行的确改变了

资本制度的基本格局， 实缴资本不再具
有注册资本的意义， 但仍有其不可替代
的独特功用。 实缴资本至为重要的法律
价值在于它直接而具体地显示了源自于

股东出资的公司独立财产以及由此产生

的股东出资责任。 实缴资本是全体股东
按其认缴的数额向公司出资形成的财

产， 其一经形成， 即构成公司的独立财
产， 尽管它来源于股东的出资但却属于
公司财产， 股东一旦出资就丧失了对该
财产的所有权， 而取得公司的股权， 股
东出资后再对其出资财产进行占有、 使
用、 收益和处分就构成了对公司财产的
侵犯。 在此， 实缴资本成为确定财产归
属并区分股东合法财产行为与非法侵权

行为的界限。
抽逃出资正是对实缴资本项下的公

司财产实施侵权的特别行为。
抽逃出资， 在某些抽逃者看来， 不

过是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其实， 这种
行为的侵权性质与损害后果与一般侵权

行为并无二致。 在实缴资本制下， 对抽
逃出资的侵权性质尚存错误认识， 在完
全的认缴资本制下， 更难免滋生这样的
误解： 既然法律不再强制注册资本的实
际缴纳， 是否缴纳和何时缴纳完全成为
当事人自治的事项， 那么缴与不缴就可
以随心所欲， 已缴纳过的也可以取回，
而取回的结果不过相当于未缴纳而已。

这是一个看起来合乎逻辑的推论， 但却
是无法成立的。 须知资本的认与不认和
缴与不缴是当事人的自治权利， 但实缴
资本一经形成， 即成为法定的公司独立
财产， 而维护公司财产的独立恰是法律
强制性的任务， 当事人对资本缴纳的自
治和控制决不可逾越这一法定的边界。

四、 取消验资与资本真实
资本真实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要

求， 它不因取消法定最低资本额制度而
改变， 不因采取法定资本制或采授权资
本制而不同， 也不因采取实缴资本制还
是认缴资本制而有别。 我国公司法虽历
经多次变革， 但资本真实的法律底线不
可动摇和突破。 资本真实应包括实缴资
本的真实和认缴资本的真实。 对于实缴
资本， 要求真实的是股东实际缴纳的出
资额与其公示或声称的资本额的一致。
对于认缴资本， 要求的则是全体股东实
际承诺认缴的出资额与其注册资本的一

致。
验资是把守资本真实的程序关口，

它虽被废弃但决非否定资本真实性的法

律要求， 不是放任自流甚至怂恿资本造
假， 而只是改变资本真实的实现方式，
将控制和保障的法律关口后移。 取消验
资后， 资本的真实要寄望于行为人的诚
信意识、 自觉自律以及相互间的监督制
约。 同时， 执法机关对资本真实的介入
和干预也不能完全缺位， 而应在将重心
放在资本注入后的抽查核验和动态监控

上， 放在对资本虚假行为的失信管理和
惩戒追究上。 为此， 甚有必要赋予相关
当事人对公司资本的知情权和调查请求

权， 当事人既可自行查询和核实公司资
本认缴和实缴情况， 亦可请求登记机关
和人民法院依职权展开调查。

五、 股东出资的民事裁判与
刑事犯罪

对股东出资民事责任的认定和裁判

是公司法司法适用的主要任务之一， 也
成为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 的主体内
容， 在总共 29 条中， 有超过半数 （共
16 条） 的条款涉及的是股东出资责任
问题。 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也对这套司
法裁判规则形成了冲击。 一般言之， 司
法解释本为解释法律而生， 法律已变，
司法解释自然必改， 这也正是当下社会

各方的期待。 然而， 理性分析的结果却
是， 资本制度改革对股东出资责任裁判
的影响甚微，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除
却个别条款确实丧失适用价值或与新法

规定冲突， 其他所有条款都可完全继续
适用， 公司法修改不会也不应颠覆或打
乱已出台的司法解释与裁判规范。 原因
显而易见， 资本制度改革既然不改变资
本真实原则， 也就不会改变股东出资责
任和为此确立的争议裁判规则。

但完全认缴资本制的采用和验资程

序的取消毕竟改变了股东出资义务的前

提基础， 并形成了出资责任追究的崭新
问题， 其中包括： 本应全部认缴的注册
资本未得到实际认缴时， 应如何确定股
东的出资义务和责任？ 股东认而未缴的
出资责任是否只在破产程序中承担？ 未
提起破产程序但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能

否要求股东提前承担出资责任？ 未经验
资的实缴资本如何证明股东出资履行的

完全和适当？ 诉讼中出资履行的举证责
任如何分配 ？ 这些具体的司法裁判问
题， 显然不能指望公司立法解决， 而有
待于未来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规定和补

充。
资本制度改革后， 刑法上的虚报注

册资本罪、 虚假出资罪与抽逃出资罪三
个资本犯罪的走向也是人们心中的很大

悬念。 公司法放松资本管制的立法取向
改变了对这几种行为危害性的社会评

价， 并很快出现了取消三种资本犯罪的
刑法修改呼声和建议。 相较股东出资的
民事责任， 资本犯罪责任的存废更是举
足轻重， 需要高度重视和立法的跟进。
虽然资本制度的变革并未根本动摇资本

真实的法律原则和股东的出资责任， 但
作为刑事立法和犯罪存废最主要的根

据， 三种资本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
确需要重新考量。 资本违法行为的特殊
性在于其侵害对象和侵害后果的不确定

性， 这几种行为是否一定会加害特定的
当事人还取决于其他各种因素和条件，
因此在社会危害性上较之刑法上的其他

犯罪行为明显轻微， 也因于此， 我国刑
法虽有此罪， 但实践中却少有适用， 而
有限的刑责追究还经常被用作欲加之罪

的辞由。 由此， 理论和实务中不乏对三
种资本违法行为入罪的怀疑和批评。 本
次资本制度的改革也许会成为推动资本

犯罪条款修改甚至取消的强大动力。 当
然， 破坏资本制度的违法行为， 仅靠民
事责任的追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震慑

力。 在商业欺诈行为较为猖獗的商业环
境下， 要改变轻视资本违法的意识， 要
扭转失信成本过低的局面， 要形成对资
本法律制度的敬畏， 还必须强化对资本
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编者按： 3 月 1 日， 新公司法即将实施。 去年年底修改的公司法， 集中围绕资本制度的改革， 主
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 二是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三是
简化了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 这些修改对公司法的司法适用与裁判提出了新挑战。 为此， 本报特邀中
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旭东教授撰文， 以期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新公司法。

赵岱、魏茂新：本院受理孙玉祥申请执行你二人借款纠纷一
案，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于 2013于 4月 2日作出的（2013）南民
二初字第 16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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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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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高永贵：申请人李士宁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3）州执字第 227-2号终结裁定书。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法院

周成业、上海高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印靖申
请执行周成业、 上海高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决定对查封的机械设备（折页机、转盘机、配页机、打包机
等）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星
期四上午 9 时 30 分在三河市人民法院二层第三调解室选取评
估机构（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视为同意本院采取随机
方式从名册中选取评估机构对查封的机械设备进行评估。 不再
另行通知。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高艳坤：本院受理的邱国政申请执行（2013）涿民初字第
515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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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如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阿玛克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AMAC ELEKTRONIK GAZ
ATESLEME SISTEMLERI SANAYI VE TICARET
LIMITED SIRKETI）： 你公司与盐城市经纬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货物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作出（2012）盐执字第
0160-1 号民事裁定书， 将你公司在扬州宝玛电子有限公司
10.625%股权（值人民币 32.7862 万元）裁定给宝应县电子陶瓷
厂有限公司所有。现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12）盐执字第 0160-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鞍山市中伟钢绳制造有限公司、陈伟、李鞍杰：本院执行的
鞍山祥雨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3）立执字第 266 号拍卖通知书，拍卖你的位于鞍山
市铁西区钢西街 212 号、 土地使用证号为鞍国用 （2009）第
402243 号 、 地号为 7-2-25、 图号为 58.85-97.20、 面积为
7579.43 平方米的国用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的厂房二座、厂
房内的设备筐篮成绳机一台、管式捻股机四台、起重机五台、捷
豹牌螺杆式空压机一台，办公楼二栋，门卫房，装饰围栏，蓄水
池，电动大门，大门，活动房。
拍卖机构名称：辽宁荣兴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迟德生 联系电话：189 4026 0001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
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
直接与拍卖机构联系。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石建华： 本院受理张鹏兰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赛执字第 00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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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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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石建华： 本院受理阴桂花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赛执字第 00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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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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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石建华： 本院受理张振国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赛执字第 0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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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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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孙宝辉： 本院在王美英申请执行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
现由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以下文书：一、（2013）东执字

第 2680 号执行通知书，通知你履行（2012）东法民初字第 145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二、（2013）东执字第 2680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扣押你所使用申请人王美英所有的雪佛兰小轿车
（车牌号：浙 C7290T）一辆。 请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领取
上述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诚成石油有限公司、郭保生、廉林林、高拥军、郭万红、

郭利红：本院受理山西鑫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并
商初字第 35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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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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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龚爱芸：本院受理袁万明申请执行本院（2013）万民初字第
1069号民事调解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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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2014）尖执字第 54--1 号民事裁定书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查封了被执行人王园林所有的位于太原市和平北路
优山美郡 A1-4-2-1904 房屋一套，查封期间，禁止任何人对被
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违者，
本院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刘水云、齐俊玲：本院受理谷家庆申请执行本院（2012）襄民
初字第 210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
襄法执字第 160号执行裁定书、（2012）襄法执字第 160-1号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 3日
内履行本院（2012）襄民初字第 210号民事调解书规定还款义务，
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襄垣县人民法院

山西康源鑫象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郭朝阳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郭朝阳申请执行（2013）榆商民一初字
第 3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榆执二字第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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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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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山西省晋中开发区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晋中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人晋中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榆商民一初字
第 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榆执二字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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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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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朱国民：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志敏等五人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案，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因你拒不到
庭，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临汾信誉评报（2014）0001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评估范围为朱国民位于赵城赵克路十字东
北角楼房一座 （房产证号为 071980001）， 评估后的资产为
97862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新疆永源热泵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乌鲁木齐市
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与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乌中执字第 107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
你公司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四初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内容向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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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万叶青：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鄯善支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委托新疆
顺达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新 K-17536 号桑塔纳轿车进
行了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新顺价估字（2013）055 号评估
报告、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期满后 7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如未提出异议，应于期满后的第一个周四上
午 10时来本院司法技术室选择拍卖机构，逾期不到，本院将随
机选择拍卖机构进行公开拍卖。 [新疆]鄯善县人民法院

郭帥、杨立国：本院受理原告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
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你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长高开民初字第 1104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姚清菊：本院受理王亚峰诉姚清菊、张水鲜、师全信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河民初
字第 8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河津市人民法院

鲁正拍公字[2014]第 025号，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定
于 2014年 3月 18日上午 9:30在禹城市政务中心二楼会议室第
二次公开拍卖： 原山东禹城中农润田化工有限公司及原山东兴
禹化工集团公司破产资产： 房屋建筑、 机器设备及库存物资一
宗，标的情况详见清单。有意竞买者可与我公司联系、咨询、查看
标的物，并于拍卖日前一天（3月 17日）下午 5 时前持有效证件
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 2000万
元（不成交保证金无息原数退还）。展示地点：禹城市；展示时间：
2014年 3月 11日至 2014年 3月 16日 ；报名时间：2014年 3月
13日至 2014年 3月 17日；报名地点：禹城市人民路 976号金穗
大 酒 店 8388 室 ； 联 系 电 话 ：0635 －2180009/2928816、
18663001859（王先生）、15906353080（孟先生）；联系地址：聊城
市开发区东昌路 159号。 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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