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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案 精 要 医保中心继续收取超龄人员保费应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重庆璧山法院判决华丽公司诉医疗保险中心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法定职责案

裁判要旨

连续参保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因工伤亡，并已经被认定
为工伤的，医疗保险中心在参保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接受其
保费的，应当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

案 例 解 析

信用证独立原则具有单向性
———河南高院判决阿拉伯石化公司与河南东方华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侵害署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之认定
重 点 发 布

———上海高院裁定郑大志等诉宁波博洋公司侵害著作权申请再审案

裁判要旨

根据行业习惯，使用作品时一般不署名的，不署名行为不构
成侵害作者署名权。 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时稍作改动，但修
改行为轻微、法院认为构成实质相似的 ，构成侵害复制权 、发行
权，但不构成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 未妨害修改自由的亦不构成
侵害修改权。

裁判要旨

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 但基础合同并不必然独立于信用
证。信用证中所列举的条款如果和基础合同不一致，应视为对基
础合同的变更或补充。在基础合同纠纷中，可以引用信用证条款
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准则。

案情

郑大志为美术作品 《招财童子拜年
系列之拜年童子1》的作者，其与辽宁沈
阳治图公司约定， 该作品著作财产权归
属于沈阳治图公司， 郑大志保留著作人
身权。 该作品主要内容为1名男童与1名
女童以新郎新娘的装扮共同手执红绣

球相视而笑。 浙江宁波博洋公司生产的
床上用品四件套“情定三生”上印有1名
男童与1名女童以新郎新娘的装扮共同
手执红绣球相视而笑的图案。 经比对，
两图案差异之处为：涉案作品新郎眼睛
为一根线条勾勒 ， 涉案商品中则是圆
眼；新郎帽翅图案不同 ；新郎帽檐图案
颜色不同； 新郎服装底部花纹不同；新
娘凤冠有几处颜色不同；新娘服装底部
花纹不同等。 除上述细节外，两者的构
图、人物比例、线条、色彩等基本相同 。
沈阳治图公司认为宁波博洋公司的行

为侵害其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
行权；郑大志认为侵害其对涉案作品享
有的署名权 、 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
权，请求法院判决宁波博洋公司赔偿损
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裁判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

为， 涉案商品上所使用的图案与涉案作
品两者已构成实质性相似， 构成侵害复
制权、发行权。 按照行业习惯，床上用品
图案一般不标注作者名字， 因此被告未
侵犯郑大志对涉案作品的署名权； 宁波
博洋公司侵害了郑大志对涉案作品的修

改权；博洋公司修改行为情节轻微，尚未

对郑大志造成严重不利后果， 未侵害其
保护作品完整权。 因此对郑大志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宁波
博洋公司停止生产销售涉案商品、 赔偿
沈阳治图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

70270元。 判决驳回郑大志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后郑大志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评析

基于涉案商品所使用图案与涉案作

品构成实质相似， 法院认定构成侵害复
制权、发行权应无不当。但对于是否侵害
作者的署名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
权，须作一定的讨论。

1.关于署名权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 使用他人

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
方式的特定性无法指明的除外。本案涉案
产品为床上用品， 根据社会一般生活经
验， 此类产品上使用美术作品作为装饰
时，一般均不会署作者之名。 此类产品使
用美术作品的目的是将其作为装饰性图

案，从产品整体性和外观效果考虑，行业
习惯是通常不署作者名。署名权的保护不
能一概而论， 应考虑作品实际使用的方
式、目的等，尊重行业习惯或商业惯例。因

此，一、二审法院认为此种做法系行业习
惯，并未侵害作者的署名权。

2.关于保护作品完整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侧重于保护作者的

思想与其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的同一

性， 其他人不得通过歪曲、 篡改等方式
改动作品而造成读者对作品以及作者思

想观点的误读。 歪曲是指故意改变事物
的本来面目或对事物作不正确的反映，
含有贬义； 篡改是指用作伪的手段对经
典、 理论、 政策等进行改动或曲解。 侵
害保护作品完整权要求行为人基于主观

故意而曲解作品， 使作品所表达之意与
作者所想表达之意大相径庭。 从救济手
段看， 赔礼道歉等应是在侵权行为已造
成对被侵权人社会评价的降低、 被侵权
人自我感受屈辱的情形下适用， 凡未引
起作者社会评价降低的改动作品的行

为， 不宜认定为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
本案中博洋公司对作品所作的改动仅限

于局部和细微之处， 作品主题、 人物结
构、 绘画风格等均未发生根本变化， 修
改尚未达到歪曲、 篡改原作品的程度，
不会造成读者对作品以及作者思想观点

的误认 、 误读以及作者社会评价的降
低， 因此， 不认定其侵害了保护作品完
整权。

3.关于修改权
本案一、 二审法院均认定宁波博洋

公司侵害了作者的修改权， 但却不支持
其赔礼道歉的诉请。 修改权的含义为作
者自行对作品进行修改， 或授权他人进
行修改 ， 这是一种主动作为的权利 ，
如此是否可作反面解释 ， 即禁止他人
对作品进行修改 ？ 如果将修改权理解
为包含禁止他人修改的权利 ， 则修改
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部分权能会发

生重合 ， 在侵害修改权达到一定程度
（歪曲、 篡改） 后就构成侵害保护作品
完整权 ， 凡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者 ，
均同时构成侵害修改权 。 作品出版过
程中 ， 编辑对作品文字加以改动实属
常见 ， 岂非经常要因修改权问题诉诸
法律 ？ 也可能发生侵害复制权与修改
权的伴生现象， 使用作品时稍作改动，
法院比对后如作出实质相似的判断 ，
则侵害复制权成立 ， 同时也构成侵害
修改权 。 如果这样理解 ， 修改权作为
一项类型化权利的存在必要就值得商

榷了 。 立法规定修改权 ， 是因为随着
客观情况和思想认识的变化 ， 作者需
要对作品作出修改 ， 以更好反映作者
的意志 ， 体现作者对作品社会效果负
责 。 基于此立法目的 ， 宜将修改权理
解为修改自由以及排除对修改自由干

涉的权利 。 如果将修改权理解为一种
保障作者修改作品自由的权利 ， 则其
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重合之处可以消

弭 ， 他人在使用作品时基于特定需要
进行的轻微改动 ， 作者应予以容忍 ，
达到歪曲 、 篡改程度的则由保护作品
完整权予以规制。

本案案号：（2012）浦民三 (知 )初字
第791号，（2013）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
78号，（2013）沪高民三(知)申字第27号

案例编写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徐卓斌

案情

熊正琼生于1961年3月29日，系璧
山县华丽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职工， 该公
司从2011年8月1日至今都为熊正琼上
了工伤保险。 2012年6月25日上午，熊
正琼在工作时摔倒受伤 。 华丽公司于
2012年7月24日向璧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申请对熊正琼进行工伤认

定， 该局于2012年11月29日以熊正琼
受伤时已满50周岁， 超过国家法定退
休年龄 ， 劳动关系已终止为由 ， 作出
了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 华
丽公司不服 ， 诉至璧山法院 。 法院判
决 ， 撤销璧山县人社局作出的 《工伤
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判决生效
后， 璧山县人社局于2013年5月10日
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 2013年7月1日 ，
璧山县劳动鉴定委员会对熊正琼的伤

残等级鉴定为9级。 其后， 华丽公司向
璧山县医疗保险中心要求办理熊正琼的

工伤保险待遇， 璧山县医疗保险中心却
称熊正琼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予办

理。 华丽公司遂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璧
山县医疗保险中心履行支付熊正琼工伤

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

裁判

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熊正琼生于1961年3月29日，华丽公
司于2011年8月1日为其参加工伤保险时
已达法定退休年龄， 而医保中心仍同意
了其参保，为此，华丽公司、医保中心及
熊正琼间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

保险合同关系。 由于熊正琼一直处于一
个连续的参保状态， 故熊正琼在保险期

中受伤，且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医保中
心就应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

综上， 判决由被告医保中心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按照相关规定向原
告华丽公司履行支付第三人熊正琼工伤

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
案件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 连续参加工伤
保险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工

伤亡，并已经被认定为工伤的，医保中心
是只需退还已缴的保费， 还是应当履行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

首先 ，工伤保险领域的法律 ，主要
倾向于保护职工的权益 。 法律通过利
益调整来管理社会 ， 而法律对利益的
调整机制主要是将利益要求转化为相

关的权利 ， 并把这种权利及相对的义
务归诸于法律主体以及通过设置相应

的补救办法———惩罚 、 赔偿等来实现
的。 为了平衡利益冲突，法律会特别保
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 表现为法律保护
向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倾斜 ， 使他们
有较多的机会获得赔偿 。 这尤其体现

在社会法中 ，如工伤保险领域的法律 ，
主要倾向于保护职工的权益 。 这种不
平等的保护实际是在保护 “平等 ”这个
法律价值 。 在职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后还收取保费，双方在事实上达成了一
个新的保险合同，处于强势地位的医保
中心不能在收取其保费后再以内部规

定为由而单方违反合同约定，基于工伤
保险领域偏向保护职工权利的理念，医
保中心应及时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义务。
其次， 医保中心在参保人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后继续接受其保费的， 说明医
保中心通过行为表明其愿意与超龄人建

立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伤保险合同关系。
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内心的
意思因外部表示而客观外化。 在客观上
可认为行为人在表示某种法律行为，在
主观上有某种意图，分为行为意思、表示
意思和效果意思。 意思表示可以明示或
默示加以表示。本案中，用人单位为职工
缴纳保费与工伤保险中心继续收取保费

的行为， 不光在事实上产生订立合同的
效果， 而且也符合保险合同成立的形式
要件。 用人单位为其职工缴纳了工伤保
险费用，而且医保中心也接受了其保费，

并出具了相应的票据， 同时也能从医保
中心的管理系统中查询到本案用人单位

一直在为熊正琼缴纳保费，从未中断。如
果医保中心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

不能再参加医保， 可以直接拒绝收取保
费，终止与熊正琼的保险合同关系。而一
旦收取了保费， 医保中心就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即在符合工伤的条件下，向申请
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而不能以参保人
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抗辩只退

还保费。
再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医保中心

与职工签订医保合同时， 与职工处于平
等地位， 甚至由于其是授权行使行政职
能机关，就更应当遵守合同的约定，以维
护公权力机关的公信。依据《工伤保险条
例》，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后 ，可以享受工
伤医疗保险待遇 。 职工被认定为工伤
后，即使之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支付

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这些都
体现了国家从制度层面保障职工的权

益。 基于诚信原则，医疗保险中心在参
保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接受其

保费 ， 就应当为其接受保费的行为负
责，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经申请，医保
中心应当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职

责。
本案案号 ：（2013） 璧法行初字第

00094号
案例编写人： 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法

院 邓忠明

案情

2009年2月6日， 阿拉伯石化公
司为购进片状烧碱与河南东方华宇公

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 合同约定产品
纯度为98％， 并约定如有质量异议，
由中国检验河南公司提供最终检验

结果 。 2009年4月9日 ， 货物装船 ，
2009年6月16日到达目的港杜阿拉。
2009年4月23日 ， 阿拉伯石化公司
以信用证支付了货款 。 2009年6月
29日， 阿拉伯石化公司向东方华宇
公司主张烧碱浓度低于约定 ， 并提
交了 INTERTEK公司的检测报告 。
2009年11月27日， 东方华宇公司委
托中国检验河南公司对其自行留存

样品进行检验 ， 检验结果显示货物
符合约定 。 双方就争议协商未果 ，
阿拉伯石化公司诉至法院 ， 请求判
令 东 方 华 宇 公 司 支 付 赔 偿 款

88981.2美元。
另查明： 阿拉伯石化公司在其开

具的信用证第46A8) 条款中要求东
方华宇公司根据编号为SGS-15502-
85的检测报告出具确认已完成质量
检查的确认书 。 而SGS-15502-85
号所指检测是涉案货物目的地喀麦隆

政府所要求的强制性检测， 检测项目
是固定的， 并不包括质量检测。 而检
测事宜由阿拉伯石化公司在喀麦隆的

买家具体办理。

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 双方发生质量争议时， 阿拉
伯石化公司未委托合同约定的检测

机构进行质量检测 ， 故对阿拉伯石
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 判决
驳回阿拉伯石化公司的诉请 。 阿拉
伯石化公司不服 ， 上诉称因东方华
宇公司未履行装船前的货物质量检

验义务 ， 应由其承担货物质量不合
格的违约责任 。 2013年 10月 28日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根据信用证独立原则， 信用证一
旦开立， 则完全独立于基础合同， 法
律适用上信用证纠纷适用UCP规则，
而基础合同纠纷适用合同法等。 但买
卖合同是否同样独立于信用证？ 本案
中，阿拉伯石化公司和东方华宇公司
对货物质量产生争议，货物到达目的
港之后，各自单方委托进行的检验均
不能取得对方认可，货物装船前的检
测义务应由谁承担，便成为确定各自
责任的一个重要环节。 法院认为，装
船前的检测条款虽只规定在阿拉伯

石化公司开具的信用证中，并未在双
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中进行约定，但仍
可以作为处理双方基础合同纠纷的依

据。
首先， 信用证是合同中双方约定

的一种结算方式， 信用证的开立， 需
要与合同相符， 但在实践中， 信用证
与买卖合同不一致的情况十分普遍。
当卖方对与买卖合同不符的或有添加

的信用证未提出异议， 反而依然装运
货物， 并向银行提示付款， 通常被视
为卖方接受了修改过的信用证。 但卖
方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 对此问题存
在不同的观点， 占统治地位的是 “变
更说”。 “变更说” 认为， 合同的成
立需要有对价， 合同的变更亦然。 一
旦卖方接受了不符的信用证， 即被视
为是对原合同的变更， 则变更后的内
容构成新的合同条款， 并取代原合同
的相应条款。

其次， 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 当
事人协商一致即可变更合同。 合同变
更的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
在一个有效的合同； 二是经双方当事
人协商一致； 三是遵循法定的程序和
方式。 信用证由开证行开出， 开证行
开出与合同不符的信用证是否反映了

买卖双方的意思一致？ 开证行与买方
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 开证行是基
于买方的委托 ， 依其开证申请而开
立信用证 ， 无疑 ， 信用证的条款反
映了买方的意思表示 。 根据实践中
的开证流程 ， 买方一般会将其开证
申请书传真卖方 ， 以征求其意见 ，
征得卖方确认后， 银行才据此开证。
如此 ， 信用证的条款当然也符合卖
方的意思表示 。 即便买方未将开证
申请书传真卖方 ， 但当银行将信用
证交到卖方时， 卖方不但不提异议或
拒绝， 而是依此行事， 其行为也表明
其接受了信用证条款 。 在法律性质
上， 表明双方对原买卖合同进行了变
更。

最后， 本案中， 阿拉伯石化公司
与东方华宇公司所签订的销售合同，
以及阿拉伯石化公司开具的信用证

中， 均未要求东方华宇公司承担装船
前检测义务 。 但根据该信用证第
46A8) 条款的要求， 阿拉伯石化公司
明确要求东方华宇公司在出具已完成

质量和数量满意检查的确认书时必须

以编号为SGS-15502-85的检测报告
为基础， 这说明阿拉伯石化公司在申
请开证时对装船前的检测已经作出安

排， 而且该检测作为喀麦隆政府的强
制性要求， 由于其本身并不包括质量
检测项目， 必然导致东方华宇公司无
法依据该检测作出确认已完成质量和

数量满意检查的确认书。 由于东方华
宇公司在此次检测中仅为协助配合

方， 涉案货物未进行装船前质量检测
的责任应由阿拉伯石化公司承担。 虽
然， 东方华宇公司在得知该次检测并
不包括质量项目之后， 未将这一情况
及时与阿拉伯石化公司进行沟通， 反
而出具了虚假陈述的受益人证书， 该
行为不符合信用证的要求， 也有违基
本商业道德， 但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货
物装船前检验义务应由东方华宇公司

承担， 其提供不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
据应承担的责任， 阿拉伯石化公司可
另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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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市金鑫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你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作出的
（2009）一中民四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
已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一中执字第
83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范学财：本院受理王孔艳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郊法执字第 86 号执行通知书。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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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北安翔龙汉麻织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哈尔滨市第四建
筑工程公司申请执行（2013）黑中商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一
案中，依法委托黑龙江银祥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位于
北安市云峰街北、202国道东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进行评估。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黑银祥鉴字（2014）第 003 号价格报告书（评
估价为土地使用权 110 元/■、变电所总价 136.38 万元）。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自送达
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并令你在
异议期满后的下周二 9 时到本院选定拍卖机构，不到场不影响
选定。 本院不再公告通知你选定的机构名称，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史贵：本院受理的边策与你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已
查封冻结你金傀牌（5010）塔吊一部，准备进行评估、拍卖、变卖、抵
债。限你在收到本公告 60日内来本院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高保明： 本院受理杨保元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查找到你下落，特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 7 日内
将牌号为豫 MR6727 车辆过户于杨保元所有，逾期本院将依法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河南]陕县人民法院

南阳市旺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
南阳市地震局申请执行宛震罚决书字（2013）第 001 号《南阳市
地震局地震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本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南行执字第 00002 号行政裁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加明：本院受理张文全与你故意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7）龙法执字第 165-3号通知：通知
你于拍卖公告期满后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参与评
估、拍卖机构的选定。如到时你方未参加，视为你方放弃相关权利，
本院将在其他当事人参与下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由此带来的
不利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拍卖日我院不再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龙南县人民法院

傅海燕、徐六根：本院受理的肖新花等人与你们执行系列
案，因你们未在指定期限内自动履行义务，故本院裁定对傅海
燕所有的位于永丰县恩江镇开吉村的房产 （产权证号 ：13-
1192-0034042004-01）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 永执字第 476号执行裁定书， 并通知你们双方于 2014
年 5月 15日到本院参加评估抽签，产生评估机构。 如届时未到
场，视为放弃权利。 [江西]永丰县人民法院

栾惠甥、任国荣：长春民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
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对长春市信维公证处下发的已发生法律
效力的（2014）吉长信维证字第 5621 号公证书确定的义务未能
自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
报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高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九天通讯器
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4）长南法民执字第 55 号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
通知书及（2014）长南法民执字第 55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郑来申：本院受理马桂英申请执行（2014）长南法民执字第
27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期执行通知
书和财产申报通知书及（2014）长南法民执字第 277 号民事裁
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朱雪颖：本院受理通化市体育运动学校申请执行（2013）南
民初字第 821 号民事判决书返还原物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限期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姜德明： 本院受理姜清玉与姜德明人身损害赔偿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及（2009）吉农执字第 274 号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谷金城、刘大君：本院受理了案外人长春兴达房地产开发

公司对农安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发信用社与谷金城、刘大君借款
合同纠纷的执行异议案件。 现已审查完毕，并作出（2014）农执
异字第 2 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长春兴达房地产开发
公司的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提起诉讼， 逾期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大同新高山能源有限公司、 大连保税区晋能贸易有限公
司、孙喜军、蔡永梅、杜君亭：本院受理申请人奥地利奥合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执行（2013）京仲裁字第 0328
号裁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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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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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太原市物阜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大同市天照活
性炭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本院（2012）同商初字第 4 号民事
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同执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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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立即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利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玉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忻府法执字第 226 号执行通知
书、财产申报令、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位于忻府区长征
街办事处逯家庄温泉大街 0530 号私产 （房地产证号忻府区集
用（2005）字第 0268 号）进行查封，并委托相关部门进行评估、
拍卖。 [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范爱喜、白丽君：本院受理晋中经济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沛林信用社申请执行范爱喜、白丽君、晋中北泉煤业有限
公司、段鹏成借款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榆法执字
第 31 号执行通知书、（2014）榆法执字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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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朝阳、王芳：本院受理杨榜红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
院依法对你们共同所有的位于本城区仓程路北段综合楼 321
号单元房一套，产权证号为：渭房证有字第 30S04120333 号进
行评估拍卖，渭南市昌鹏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已作出渭昌鹏
价评字（2014）071号评估报告。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莫全刚：本院受理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周全体与你其他合同
（申请保全）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新都

民保字第 93号、（2014）新都执保字第 82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杨宗诚、潘巧林：关于成都市仁信融资提担保公司申请执
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在限期内未履行义务，本院
已委托四川建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们所有的停放于成都

市成华区保和乡天鹅村 5组永源汽修厂牌照为川 A22578 的黑
色东风本田思威牌 CRV 汽车进行了第二次评估， 评估总价为
97200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川建资评报（2014）2-4 号汽
车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
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逾
期不提出的，本院将依法拍卖。 [四川]郫县人民法院

赵龙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与被执行人赵龙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如下文书：1、湖南联信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4年 3月 11日作出的湘联信房评报字[2014]第 0020 号房地
产评估报告书。 被执行人赵龙力名下的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
二段 28 号天际湘府（托斯卡纳）E-2 栋 104 号房屋（权证号码
711129079、面积 470.39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5 123 488 元（单价
10 892 元/平方米）。 2、本院（2013）芙执字第 1673 号限期履行
通知书。 3、本院（2013）芙执字第 1673-1执行裁定书。 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赵龙力名下的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28 号天
际湘府（托斯卡纳）E-2 栋 104 号房屋（权证号码 711129079）。
现向你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如你对上述房地产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该价格鉴定结论书生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汤正伟、孙卫星：本院受理孟秋荣申请执行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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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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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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