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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专 论

执 行 论 坛

司 法 实 践

关于改进财产类执行案件执结考评指标的思考◇ 李智辉

财产保全措施探析
◇ 王冰梅

在执行案件中， 财产类执行案件占
据主要地位，因此，对财产类执行案件执
结情况如何考评极为重要。 各级法院在
对执行工作考评中， 已将以往单纯的执
结率改变为执结率与执行标的额到位率

相结合的考评，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对
于非财产类执行案件， 可以继续援用单
纯的执结率指标， 因为在非财产类执行
案件中， 义务履行可能打折甚至大打折
扣的执行和解、 终结执行等结案方式的
案件极少）。

按照现行各级法院考评方案中对执

行标的额到位率下的定义，执行标的额到
位率是指已结金钱债权案件的执行金额

到位额，除以已结金钱债权案件申请执行
金额。 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对财产类案件
执行工作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重视大标
的额的执行案件，忽视小标的额的执行案
件。 如有6起执行案件，其中一起执行案件
的申请标的额为400万元， 执行到位额为

200万元，另外5起执行案件申请标的额均
为2万元。 假定5起案件执行款10万元全部
执行到位，按照上述定义，6起执行案件的
执行标的额到位率计算公式为210万元÷
（400万元+10万元）×100%=51.22%。再假定
另外一种情况：其他条件不变，另外5起案
件均1分钱未执行到位，仍按照上述定义，6
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额到位率计算公

式为200万元÷（400万元+10万元）×100%=
48.78%。 对比上述两种情况下的执行标的
额到位率，相差仅仅是2.44个百分点，大标
的额执行案件几乎完全主导了执行标的

额到位率的变化， 这样的考评指标计算
方法将产生如下弊端：

一是促使法院和法官过度重视大标

的额的执行案件， 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
放在少数大标的额的执行案件中。 在执
行实务中， 由于大标的额案件的当事人
一般是公司法人， 在社会上大多处于强
势地位，通过各种渠道对法院施加影响，

对其案件给予重视， 上述执行工作实绩
考评方式，与这种现实作用相叠加，使人
民法院和法官对为数众多的小标的额的

执行案件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相应减少，
最终影响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整体的社

会效果。 如果将执行费收入与法院的经
费开支挂钩，将更加恶化这种趋势。

二是这种考评方式仅仅看到了执行

案件涉及的金钱数额， 没有看到大小执
行标的额案件之间的性质之不同。 大标
的额执行案件， 往往是公司法人在市场
经济中因经营风险所产生的； 而小标的
额的执行案件，许多是由于损害赔偿、劳
动报酬、赡养抚养等纠纷产生的，涉及扶
贫济困、救死扶伤等民生问题。标的额小
的执行案件的执结， 可能解决的是申请
执行人及其家人的大问题。

三是更加忽视有些难度的小标的额

的案件执行。 在小标的额案件不能一次
性执行到位情形下， 执结率指标短时内

也不能取得明显效果， 可能会使某些办
案人员产生徒劳无功之念头， 更加不利
于小标的额案件执行工作的开展。

为了平衡大标的额案件与小标的额

案件之间的关系， 引导执行工作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笔者建议，对财产类执行
标的额到位率作如下定义： 对每起执行
案件的执行标的额到位率单独计算，然
后将所有的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额到位

率相加，再除以执行案件数，最后的得数
就是这批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额到位

率。将这种方法套入上述举例：第一种情
况的执行标的额到位率为（0.5+1+1+1+
1+1）÷6=91.67%； 第二种情况的执行标
的额到位率为 （0.5+0+0+0+0+0）÷6=
8.33%。两种情形相差83.34个百分点。用
这种计算方式考评， 有利于纠正执行工
作中“抓大放小”的不良现象。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人
民法院）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在规范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特
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初步建立。 《规定》第
七条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
导性案例，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
时应当参照。”该条款赋予了指导性案例
“参照”的效力，同时也在制度层面对全
国各级法院“同案同判”提出了更为具体
的要求。那么何为同案？本文拟就指导性
案例制度下的同案识别技术及其实现路

径谈些看法。

一、以裁判要点为轴心的界
定方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制定的

《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指导性案例的体例
主要包括标题、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
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七
个部分。 理论和实务界最为流行的争论
也在于同案是这七部分内容的全部一致

（当然当事人姓名、住址等极具个案标记
的信息除外）还是裁判要点的一致，笔者
暂且称之为全部一致说和裁判要点说。
反驳全部一致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客观世

界的复杂性认为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

样的案件， 如果后审法官需要将待决案
件和指导性案例的全部内容一一对应的

话显然不大现实。 而反对裁判要点说的
观点则认为如果仅是对裁判要点抽象的

参照， 那类似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解释或者批复解决， 指导性
案例不过新瓶装旧酒， 也就失去了该制
度本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笔者认为，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
道理，同时也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事实
上， 无论采取全部一致说还是裁判要点
说，都难免会犯“一刀切”的错误，要分析
同案界定的问题还需回到指导性案例本

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意见》的相
关规定， 裁判要点为指导性案例简要归
纳和提炼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裁判

规则、理念或方法。“同案界定”与裁判要
点的契合度要视裁判要点归纳提炼裁判

规则、 理念或方法的准确和精炼程度以
及裁判规则、 理念或方法本身的可归纳
性而定。以裁判要点为轴心，判定同案所

要求的契合度可能大于、 等于甚至小于
裁判要点。

1.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大于裁
判要点

部分指导性案例因其所欲传达的裁

判规则、 理念或方法本身不具有很强的
概括性， 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要大
于裁判要点。 这在裁判要点的归纳提炼
时就已经给出了提示， 字面上往往表述
为裁量性较大的用语。 例如在指导案例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的裁判要点归纳上，
除去“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
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
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
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 同时被害人亲
属要求严惩的”这样的确切要求外，人民
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还需综合考虑

“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
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而对这类
要件的把握则需以倾向于“全部一致说”
的视角去审查包括基本案情、 裁判理由
在内的整个案例，在“案件性质”、“犯罪
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及“人身
危险性”上找到相似甚至相同点。

2.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等于裁
判要点

指导性案例中也存在裁判规则、理
念或方法本身就是十分清晰明确的情

况， 例如指导案例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
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所欲传

达的是一套执行制度，即“民事案件二审
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
院准许撤回上诉的， 该和解协议未经人
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 属于诉讼外达
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
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裁判要点的归纳简单
清爽， 完全涵盖了整个案件所欲传达的
指导规则。此时，判定同案只需符合裁判
要点的表述即可。

3.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小于裁
判要点

在某些情况下， 判定同案甚至不需
要完全符合裁判要点的规定， 即同案判
定的把握比裁判要点的归纳还可以更为

抽象。 例如指导案例鲁潍（福建）盐业进
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浙江省苏州

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该案所
确定的裁判要点为：“1. 盐业管理的法
律、 行政法规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
行政许可， 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
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新的行政

许可。 2.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盐
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

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不
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3.地方政府
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
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这样的
提炼是相对保守和具体的， 该案所传达
的规则毋宁为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遇到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不一致

时应无条件地优先适用法律和行政法

规。 待审行政案件在遇到此类不一致的
情况时， 就可以判定与该指导案例属于
同案。

二、以横纵比对为进路的识别
技术

在明确以裁判要点为轴心的界定方

法的基础上， 具体的同案识别还需要把
握以横纵比对为进路的识别技术。

（一）横向上：“点对点”的同案识别
同案界定主要在于把握指导性案例

所欲体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裁判规

则、理念或方法。 事实上，一个指导案例
很可能传达若干重要裁判规则、 理念或
方法， 例如在指导案例杨延虎等贪污案
中，传达的裁判规则就有两点，一是对刑
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贪污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进行了扩张解释，
指出其既包括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
也包括利用 “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二是明确土
地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 而待决案件
也可能因内容纷杂需要参考若干个指导

案例。再以贪污案为例，假设国家工作人
员A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帮助第三人骗得旧房安置资格，骗取
国有土地，获得土地安置补偿，同时又与
请托人以 “合办” 公司的名义获取 “利
润”， 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此
时该案既与指导案例杨延虎等贪污案为

同案，又与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为“同案”。

因此，“同案”是点状的，只要一项具
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裁判规则、 理念或方
法相同即可称之为“同案”；待决案件可
能与若干指导案例成为同案， 某一指导
案例也可能因其自身所包含的多种指导

裁判规则、 理念或方法而与不同类型的
待决案件成为同案。

（二）纵向上，“关键词”———“裁判要
点”———“基本案情与裁判理由”

在具体识别中， 法官可把握以下三

个关键步骤：
1.关键词比对。
根据《意见》，“关键词”位于标题之

后、裁判要点之前，内容为以词或词组反
映指导性案例涉及的最关紧要的法律适

用问题或者其他核心内容， 通过指导案
例的关键词与待决案件进行比对， 法官
会很快通过专业直觉形成两者是否为

“同案”的初步判定。在这个步骤中，还可
以结合“相关法条”部分进行辅助判断。

2.裁判要点比对。
通过关键词初步判断待决案件与指

导性案件可能为同案时， 则需细读裁判
要点。 若属于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
等于或小于裁判要点的情形， 则可以直
接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案例是否属于同

案。 若判定同案所要求的契合度大于裁
判要点， 则需要接下去进行基本案情和
裁判理由的比对。

3.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比对。
基本案情和裁判理由的比对不是整

个案件的全面比对 （例如刑事案例的四
要件抑或三要素），而是裁判要点中开放
性表述所对应的案情和裁判理由的比

对。 例如在指导案例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中， 裁判要点的开放性内容为 “案件性
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
恶性及人身危险性”，以“人身危险性”为
例， 指导案例中被告人王志才具备以下
要素：（1）学校毕业仅三年的学生；（2）平
时表现较好；（3）案发时因婚恋问题处于
绝望情绪；（4）案发后有服农药自杀的畏
罪悔罪表现；（5）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并积极赔偿。 可见对于“人身危险性”
的把控需要综合各方面进行严格的考

察。 如果在待决案件中只能满足这些要
件的一项或两项就不能在这点上判定两

者属于同案。 当然其中的界限需要法官
发挥其专业素养和自由心证进行综合判

断。
同案识别是指导性案例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同案同判的重要前
提，而碍于制度初创，尚有许多设计处于
空白状态，这就需要法官、学者等共同探
索研究。 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法律共
同体的协同努力， 同案识别的技术将会
日臻成熟， 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也
必将会为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之司法目标的
实现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
民法院）

指导性案例制度下的同案识别

◇ 陈欧飞

为了保障权利人的权利能得到有

效的实现， 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财产
保全制度， 明确规定了财产保全的措
施。 笔者在此略抒己见。

一、 财产保全措施的种类
（一） 查封。 查封是指在保全的

财产上贴上人民法院的封条， 就地封
存， 不准任何人移动和处分。 查封的
对象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
采取查封措施的作用是防止当事人或

利害关系人转移、 隐匿、 变卖、 毁损
所保全的财产。

（二） 扣押。 扣押一般是把保全
的财物运到其他可以便于保存的场

所， 加以扣留， 从而使被申请人不能
占有、 使用和处分。 但也有原地进行
的， 如扣押船舶、 航空器等。 人民法
院对扣押的财产可以自行保管， 也可
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保管， 对扣押
的财产， 保管人不得使用。 扣押的对
象只能是动产。 采取扣押财产措施可
能会造成被申请人一定的经济损失，
为了保证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 同时
又不至于使被申请人遭受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
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第
101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不动产和特定
的动产 （如车辆、 船舶等） 进行财产
保全， 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
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

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财产保全措施。
如果在采取上述方法还不能达到保全

目的情况下， 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查封
或扣押该项财产。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
采取了查封措施的财产， 其他人民法
院和任何机关均不得对同一标的物重

复查封。 但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在保全
措施解除后转移财产以致造成其他法

院无法对该标的物的查封， 最高人民
法院于2004年作出司法解释 《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
的规定》。 该规定创设了一个轮候保全的
办法， 即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 扣押、
冻结的财产， 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
候查封、 扣押、 冻结。 先前的查封、 扣
押、 冻结解除的， 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
扣押、 冻结即自动生效。 其他人民法院
对已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 扣押、
冻结的， 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协助进
行轮候登记， 实施查封、 扣押、 冻结的
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

关文书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
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
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施查封、扣押、冻
结的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

字，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 、扣押 、冻
结的人民法院。

（三）冻结。 冻结是指人民法院向
银行、 信用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
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不准被申请人
支取或使用有关存款。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财产保全措
施。 《意见》第99条、第104条、第105条
规定： 人民法院还可以采取以下财产
保全措施：1.对季节性鲜活、易腐烂变
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
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 由人民法院
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变卖
后保存价款。 2.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
收益，可以采取限制其支取的办法，并
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3.债务人的
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 但对第三人
有到期债权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

人的申请， 裁定第三人不得对本债务
人清偿，如果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
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者价款。

二、司法实践中的误区
（一）查封等于活封。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采

取查封措施时，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被
申请人的经济损失和因采取保全措施

对被申请人造成的不便， 而采取灵活
变通的办法。 比如在查封房屋时将房
屋交被申请人保管且可以使用， 还有
在查封某工厂时将厂房、 机器设备等
交由被申请人保管且允许继续生产经

营。这种做法还常称之为“活封”，其社
会效果曾得到普遍认可并推广应用。
渐渐地，有人就将查封等同于活封，当
申请人申请查封时习惯做法是裁定

“查封登记在某某名下的房屋或车
辆”，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
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 既不扣押有
关财产权证照又不在房屋及车辆上贴

封条。其实，这种做法既不是法律意义
上的“查封”，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规定的 “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
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

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财产保全措施”。
因此，这种做法下的“查封”的财产一
旦出现毁损，法院则难以撇清干系。笔
者认为， 当事人申请查封房屋或者车
辆的， 应向当事人释明并询问其真实
意思是申请查封还是申请禁止财产转

移，并让其在申请书上明确请求；然后
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裁定，
如申请禁止财产转移的裁定书应表述

为“登记在某某名下的房屋（或车辆）
不得转移产权”。

（二）查封与扣押的法律效果截然
不同。

按照条文意思， 查封与扣押肯定
是不同的。 实践中，不论是采取查封还
是采取扣押等保全措施，法院都会通知有
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

移手续。 但法院采取查封或扣押措施时
也会有效果重叠之处：查封是就地封存，
不准任何人移动和处分所封财物；扣押也
有原地扣押的，不准任何人占有、使用和
处分所扣押财物；这里两者的法律效果是
一样的。 比如公安交警部门将事故车辆
先行扣押在某保管场所，在交警部门放行
车辆前法院又接着采取查封或扣押措施

的，法院不论是采取查封或扣押措施，其
法律效果是一样，即被申请人不能占有、
使用和处分所保全的车辆，因此，不能说
只有扣押的车辆不能放行而查封的车

辆可放行。
（三）查封与扣押不能同时适用。
查封与扣押都是法律规定的保全

措施。有人认为，对同一涉案标的物不
能同时适用查封、扣押保全措施。 笔者
认为，这个说法不全对，而应视所保全的
标的物的情况决定。 因为从查封和扣押
的对象看，查封的对象是不动产和动产及
其他权益， 而扣押的对象只有动产。 对
动产既可以采取查封措施， 也可以采取
扣押措施， 当然必要情况下也可以同时
适用查封、 扣押措施， 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查封与扣押不能同时适用于同一标的

物。 所以说， 只有申请保全的财产是不
动产及其他权益的才不能同时适用查封、
扣押措施， 而申请保全的财产是动产且
法院认为有必要时是可以同时适用查

封扣押措施的。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

市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安徽锦阳海运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其与被执行人张立勇、保证人吴家连水路货物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作出（2011）武海法执字第 55-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保证人吴家连所有的“豫信货 11009”
轮，现已成立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4 月 3 日上午 10 时在
武汉海事法院对保证人吴家连所有的“豫信货 11009”轮进行公
开拍卖。 凡愿参加竞买者，须在 2014年 4月 2日 17时前，向拍
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同时须交验本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其他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并交纳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0 万元； 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在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委员会地址：武汉市东西湖
区金银湖路 16 号武汉海事法院。 联系人： 鄢坤； 电话：027-
68857653；传真：027-68857510。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王桂芝： 本院受理王召富诉你与崔会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邦采商贸有限公司、傅翠妹、上海索宁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汤万李、上海造旺钢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邦采商贸有限公司、 彭陈
仙、傅翠妹、上海索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汤万李、上海造旺实
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上诉人被告彭陈仙就
（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 4397号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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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
长春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2012）长高开民初字第 1104号

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
展投资有限公司、王炳煌、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雄
伟诉叶蓁、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
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王炳煌、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债券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2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谭隆全：本院在执行北京京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谭隆
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执异字第 005号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复
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谭隆全：本院在执行北京京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谭隆
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执异字第 006号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复
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王鲁豫：本院在执行北京京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鲁
豫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执异字第 009号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复
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李志庆：本院在执行北京京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李志
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本案现已审查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执异字第 007号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复
议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皇甫晓波、常熟市佳媛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市
吴中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典当纠纷申请执行一案，经本院
委托江苏国众联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皇甫晓波名

下的坐落于常熟市开元大道 2 号 602 室的房屋进行评估，已作
出苏国众联评字（2014）0209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16.44万元。 现公告向你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如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2013年 9月 22日，本院根据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查
明，北京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且
公司的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本院认为，北京中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均无法找到，人员下落不明，无法
清算，强制清算程序应予终结。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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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第二款之
规定，本院于 2014年 1月 20日裁定终结北京中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0年 6月 1日，本院裁定受理天津挑战饲料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对该企
业进行了清算，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认为天津挑战饲料有
限公司破产案符合法律规定的终结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4年 1月 22日裁定终结
天津挑战饲料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邢台佳力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 年
2月 11日裁定受理邢台佳力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4年 2月 12日指定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邢台佳力电子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光明街仪表厂小区 2 号楼 2 单元 2 号；邮
政编码：054001；联系人：陈少华；联系电话：13292116136）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
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邢台佳力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 2014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管理人办公地点召开，
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省邢台机械供销公司的申请，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裁定受理河北省邢台机械供销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指定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河北省
邢台机械供销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华南路国资委老干部管理
中心 ； 邮政编码 ：054001； 联系人 ： 温秋芳 ； 联系电话 ：
13932929938）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河北省邢台
机械供销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3月 28日上午 9时
在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华南路国资委老干部管理中心会议

室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10月 18日， 本院根据白山市鑫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恒巨铝业（白山）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截止 2013年 10月 31日，恒巨铝业（白山）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为 79748927.17元， 负债为 103274216.25元， 负债率为
129.5%。 本院认为，恒巨铝业（白山）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本院于 2014年 2月 13日裁定宣告恒巨铝业（白
山）有限公司破产。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振春： 本院受理冯建民诉吴振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山民初字第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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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姚清菊：本院受理高冶静诉姚清菊、王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河民初字第 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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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受理了申请人兰溪德晨视频线
材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的

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13 年 5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21 日，出票人重庆 门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收款人浙
江一涛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温州远
扬线缆有限公司，再由温州远扬线缆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
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 2014年 1月 22日作出 （2013） 台路催字第 122号民事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兰溪德晨
视频线材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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