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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款
咋成了“唐僧肉”

反馈 追踪

□ 唐金法

退耕还林是从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出发， 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
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国
家每年对退耕农户有一定数额的经

济补助。但是，这些专项资金却成为
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觊觎的 “唐僧
肉”，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弄虚
作假、虚报冒领，或贪污、受贿等方
式，从中渔利。

近两年来， 安徽省池州市两级
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51件63人，涉
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池州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村镇
干部成为这类犯罪的主体。 村镇干
部掌握退耕还林的政策信息， 具体
负责退耕还林的上报、 验收和专款
发放， 是退耕还林项目和资金安排
的具体执行者、经办人。有的村委会
出纳、会计一人兼，有的村干部直接
经手财务， 有的乡镇领导采取以白
条、虚假发票冲账等手段贪污、挪用
退耕还林补助款。 如东至县人民法
院审理的13名被告人中， 涉及村镇
干部犯罪的有9人。

此外， 一些林管人员利用工作
便利大肆套取退耕还林补助款，他
们往往采取虚报冒领、签订假协议、
联手串通、强占荒地种苗木、用荒地
冒充退耕还林地等方式。 如青阳县
人民法院在审理的10件10人退耕还
林补偿款案件中， 乡镇林业站工作
人员有6人，占发案人数的60%。

池州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这类
犯罪具有群体性特征。 退耕还林工
作涉及面广、环节多，如果虚报退耕
面积套取补助，需经过多重关口。因
而， 往往是林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
员与乡村干部互相勾结， 村干部利
用资源优势租地种树， 林业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申报、审核、验收
等环节弄虚作假，共同骗取、侵吞退
耕还林补助。 采取该类犯罪手段的
案件较突出， 如贵池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8件中，共同作案的有6件。

池州中院建议， 要发挥审判机
关职能作用， 加大打击和惩治涉及
退耕还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力

度，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
深化退耕还林补助款兑现程序

改革。 对退耕还林补助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要采取一定措施，如将
补助款直接打入一卡通， 尽可能减
少中间环节，从而减少犯罪机会。同
时加大监督力度， 要坚决贯彻退耕
还林公开公示制度， 采取上级监督
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减少犯
罪空间。

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申报、验
收制度，强化责任意识。林业部门要
加大力度进行扎实深入的实际调

查，严格进行资格审查、地类审查，
防止弄虚作假、申报不实。并在此基
础之上进行严格的验收、复查，保证
林木的成活与成长， 保证退耕还林
的实效。

建立责任到人以及责任倒查机

制， 明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中每一
个步骤的责任人， 切实增强项目工
作人员的责任心。 同时利用典型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 有效遏制退耕还
林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 保障国家
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

如今， 看到13岁的儿子小伦只能呆
坐在篮球场边、羡慕地望着其他人，刘瑞
就感到非常自责，“是那个错误的决定。”

事情要从2012年6月说起。 那时，小
伦向父亲提出，想利用暑假去拜师学武。
由于儿子自小体弱，而习武能强身健体，
于是刘瑞爽快地答应了。

刘瑞花800元给儿子报了为期20天的
暑假武术学习班，师从拳术精湛的李笑坤。

习武的日子苦，从8时到21时，每天
练习超过13个小时。但小伦却乐在其中，
非常着迷， 每晚都会兴致勃勃地向父亲
演练当天学到的招式。

同年8月14日晚，武术班结业前夕，刘
瑞发现小伦的右眼有点红，小伦解释说，是
下午在武馆和其他学员对打时受了伤。

而那天， 去接小伦回家的刘瑞的堂
哥则说， 当时正好看到李笑坤在给小伦
涂药油、按摩，说是可能感冒了。因此，刘
瑞听后没有放在心上。

次日，小伦一起床就觉得头晕，因为
当天是结业典礼， 小伦去医院打了针，就
赶去了武馆。可在台下的刘瑞却越看越觉
不对劲，小伦似乎集中不了精神，总用手
摸着头，跟平日的“生龙活虎”大相径庭。

“爸爸，刚才开始打拳时，我的头好痛，
现在不痛了。 ”走下舞台，小伦马上对刘瑞
说。 可就在当晚，睡到半夜，刘瑞夫妇被一
阵惨叫声惊醒。 只见小伦正扒着洗手盆呕
吐，“头…好…痛…”，小伦痛苦地呻吟着。

刘瑞夫妇大惊失色， 赶紧将儿子送
到医院。结果，小伦被确诊为重型颅脑损
伤，并伴有血肿出血等症状，情况非常危
急，需要立即进行开颅手术清除血肿。

虽然手术非常成功， 但是小伦术后
一直高烧不退、口角间有抽搐，并住进了
重症监护室。

而颅脑损伤给小伦留下了后遗症：
继发性癫痫， 不时会觉得头痛， 嘴角抽
搐，拿东西等日常活动能力受限。经法医
鉴定，小伦的损伤属重伤，评定为九级伤
残。医生表示，出院后小伦后续还需要治
疗三年，每月至少600元医疗费。

习武强身反落伤残

让武馆不再“无管”观察 思考

学武、比武，立下生死状，从此将生死付与江湖。 影视作品里的这些正常桥段到了现实社会可
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在中国武术之乡广东佛山，就发生了一起学武徒弟状告师傅的人身损害
纠纷案。 近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师傅赔偿徒弟 11万多元。

□ 林劲标 凌 蔚 卢柱平新闻纵深

□ 林劲标 凌 蔚 卢柱平

武术传承 师徒关系如何“疗伤”

癫痫还是对打致伤

2012 年 8 月 19 日中午 ， 刘瑞
报了警。 民警逐一询问了小伦、 李
笑坤、 当天参与对练的学员， 并组
织了调解， 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由于武馆没有进行工商登记 ，
刘瑞随后一纸诉状将武馆的开办人

李笑坤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医疗
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共计 27 万余元 。 随后 ， 又申请
追加当日参与对打的 3 名未成年学
员的父母为共同被告。

该案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西樵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小伦的头部是在武馆安排学

员对打中 ， 被多个小学员轮番打
击 ， 逐步加深伤情的 。” 刘瑞坚持
认为， 武馆非但没有及时送医， 还
故意隐瞒实情、 延误治疗， 加重了
伤情。

小伦也当庭表示， 学员们在练
习时都是乱打， 毫无招式可言， 但
在旁观看的教练根本没有出来制

止。
庭审中， 其他小学员也认可存

在 “乱打” 现象， 但认为他们只是
“玩耍”， 不是正式武术对打。

被告李笑坤则拒绝承认小伦是

在武馆受的伤。 他说， 武馆是在确
保安全前提下进行教学的， 并没教
过分激烈、 暴力的动作， 也没有安
排学员对打练习。 安排过招时， 都
会要求学员带上拳套， 因此小伦不
可能受伤。

“要使用拳套 ， 恰恰证明对打

具有攻击性。” 刘瑞反驳说。
双方辩得不可开交时， 李笑坤

一方又给出受伤的另一种说法： 当
天小伦是因自身癫痫发作倒地撞伤

头部的。 对于这种说法， 李笑坤提
供了 2013 年 1 月小伦到保险公司
理赔的一份调查笔录， 其中说小伦
是在球场玩耍撞到了头部 。 对此 ，
刘瑞认为笔录不是事实， 小伦没有
癫痫病史。

李笑坤申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

中心对小伦颅脑损伤的原因、 损伤
与学员对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进行了鉴定。 该中心认为， 事后已
经找不到证据证明小伦受伤时头皮

损伤的特征， 仅凭颅内硬膜下出血
的结果， 难以确定损伤方式， 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

三方均有错共担责

今年 1 月， 南海区法院经过审理
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法院确认了对打致伤的事实， 判
决李笑坤向小伦赔偿 10.6 万多元经济
损失， 并支付 8000 元精神抚慰金。 另
3名小学员的父母共应赔偿 2.3万多元。

“小伦受伤的原因以及如何划分
各被告的赔偿责任是案件的焦点 。 ”
该案承办法官梁诗敏表示。

南海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伦受
伤入院后第三天， 刘瑞便报了警， 公
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认为小伦的伤是在

武馆与其他学员对打时造成的， 其可
信度较高， 应该采信。

目前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认

定对打训练的击打行为是否是导致小

伦重型颅脑损伤的直接 、 唯一原因 ，
但综合小伦在对打训练中被打这一客

观事实， 可以认定， 对打训练与事后
的重型颅脑损伤存在一定关联性， 是
诱病原因之一。

法院还认为， 武馆作为教育机构，
对在其场所内习武的未成年人具有教

育、 管理与监护的职责， 应该意识到
安排未经系统、 长期武术培训的未成
年学员对打， 具有一定危险性， 却仍
然安排了这项活动。 对打时相关教练
和负责人均在场， 却没有及时制止其
他学员击打小伦的行为， 事后亦未及
时将情况告知小伦父母， 对小伦的受
伤负有较大过错。 法院遂酌定判决由
李笑坤承担 50%的民事赔偿责任。

而 3 名涉案未成年学员听从武馆
安排进行对打 ， 虽然主观上没有伤
害小伦的故意 ， 但鉴于其是损害结
果的直接行为人 ， 基于公平责任原
则考虑 ， 应当进行适当补偿 。 法院
遂酌定其合共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 刘瑞夫妇没有了
解相关情况， 直接将儿子送到没有办
学资质的武馆习武， 且事发当天自身
也存在疏忽， 应自行承担 40%的损害
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 原、 被告双方都提
起了上诉 ， 目前案件正在二审过程
中。 在佛山这个武术之乡， 因小伦案
引发的围绕武馆的争议还在继续： 武
馆要不要进行工商登记、 传统师徒式
的武术教学如何管理、 对打作为武术
教学的基本方式该不该存在、 出现伤
害谁来担责等等。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黄飞鸿、叶问、李小龙、咏春拳、佛山
无影脚、蔡李佛拳等，这些都与一座城市
有关。广东佛山，武术之乡，武馆林立，习
武之风更甚。然而，中华武术在现代的传
承中却遭遇了法律难题。

武馆谁管？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法官梁诗敏

告诉笔者， 要厘清武馆的监管主体并不
容易。

武馆的监管曾由教育行政部门、体育
行政部门、武术协会等多家共管。 但 2000
年后，开武馆只需要经公安机关治安审核
后，由体育行政部门审批即可。到后来，开
设民办武馆，非营利的不需要体育部门审
批， 只需要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即可；具
有营利性质，还需要到工商部门登记。

如此，武馆基本处于监管的“灰色地
带”。 佛山市目前共有武馆 400 多家，但
其中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大概只有 30
家左右。大部分武馆没有进行工商登记，

也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 甚至也没在武
协注册。

对此， 官方和民间武术界也是说法
不一。佛山市武术协会会长薛绵本解释，
众多武馆主要属于市武术协会管理，业
内的“营业执照”并不是指工商部门出具
的“工商营业执照”，而是武术协会下发
的批文。

薛绵本表示， 目前佛山有 200 多间
武馆注册在佛山市武术协会旗下。 他表
示，武馆是非营利性机构，是否向工商部
门登记并不重要， 只需挂靠武协就能取
得合法的身份，“武馆并不是做生意，而
是为了传承，扩大武术的影响力。 ”

但事实上， 武协并不能进行有效监
管。比如，本案中的武馆就没有在武协登
记，武协也管不了。

据了解， 佛山武馆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有官方背景的武馆，二是有热心
企业老板赞助开设的武馆， 三是在村中
宗祠或者自己家中开设的武馆。目前，绝
大部分武馆属于第三类的小型武馆，采
取了师徒式的口传、心授、身教等方式习
武。“几百年都是如此教学，师父带徒弟，

不能说没登记就违法了。”一位不愿具名
的武馆师父告诉笔者。

由于缺少监管， 武馆之间教学模式
是各有千秋， 武术水平、 能力也良莠不
齐。法官告诉笔者，一些武馆教学模式极
不规范，有不区分成年与未成年学员、没
有分段教学、 直接在教学中安排未成年
人对打、 安全防范意识和设施不足等问
题，极易引发伤害事件。

拳脚无眼？
俗话说“拳脚无眼”。 习武引发伤害

对习武之人来说是常事， 因此进入诉讼
领域的案件并不多。 但随着武术热的兴
起和武术被纳入体育课程， 应提防因研
习武术造成的伤害。

在研习中， 对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教学方式。对此，佛山蔡李佛拳非遗传承
人、佛山鸿胜馆馆长黄镇江坦言，对打对
于习武来说是必要的。“武术的特点就是
搏击、自卫，这是不能丢掉的特点，传承
中不能离开武术的实战用途。 ”“武术真
正切磋时是无招数的， 平时的套路学习
到实战时会变成一种本能反应， 立即出

手。 只有通过对打，才能够变得灵活，手
脚更加协调。 ”

黄镇江提醒，“对打” 可不是想打就
打。在鸿胜馆内，未成年人只能进行套路
学习， 成年人才能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
对打训练。据他介绍，规范的对打训练也
具有众多规则。“首先，必须保证安全，学
员必须穿戴马甲、 背心、 拳套等保护设
备。 其次， 对打是有套路的， 并不是乱
打。 ”黄镇江告诉笔者，他的武馆与学员
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在馆内打斗
生事。第二，兵器不经过教练允许一律不
能碰。第三，未成年人绝对不能教对打。”

拳脚虽无眼， 但有规则。 梁诗敏认
为，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武术培训时，
武馆必须采取全面有效的保护措施。

传承，法治不可缺位
由于监管不到位， 虽然佛山市武术

协会认为武馆是非营利性的，但事实上，
大部分的武馆都有象征性收费， 有些私
人武馆收费还不菲。

“武术传承应不应该收费并不是关
键。 ”梁诗敏认为，应当统一武馆的管理

部门， 不应区分是否营利， 都要进行登
记，对教练资格、场地装备、安全设施、习
武规章等要进行严格审查。

梁诗敏认为， 要将武术的传承纳入
法治轨道。在对武馆的管理上，可以参考
开办武术学校的相关规定， 要求武馆至
少应当具备与武术教学、 训练相适应的
辅助设施和保护设备， 如必须配备一定
标准的护垫、帮学员着一定护具，尽量配
置医务室等， 定期组织勘察检验营利性
武馆的场地、装备、设施等。

政府也应该负起监管责任。 丹灶文
化站树德武学堂馆长吴德明表示， 习武
文化总是自我陶醉于一脉传承， 不够大
气，喜欢固守陈规。 想要突破这些死穴，
政府一定要先“搭台”，确确实实将武术
当作一个文化发展工程去关心和爱护。

由于传统武术各家各门派研习方法

并不同， 且不少套路存在 “机密”、“秘
籍”，因此建立专门的武术指导员资格认
证制度未必完全合适。但是，强化武馆作
为安全保障责任的义务人， 要求武馆切
实负起责任， 或许是可以破解 “伤病之
痛”的出路。

梁诗敏还建议， 加快制定有效的体
育保险法规， 为习武等体育行为提供强
制保险保障，减轻武馆个体的赔偿压力，
将有助于武术的发扬光大。

要厘清武馆的监管主体并不容易。 资料图片

吉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公司：本院受理海南港苑物业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房地产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1997）海南法执字第 43-（1）-1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
你公司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的港苑公寓楼 B 座房产项目，包括
面积为 486.8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府城国用（1998）字
第 01-00115 号】和地上三层建筑物，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该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东润担保有限公司：郭会敏与葛进强、河北东润担保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作出
的（2013）石民三初字第 0030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4） 石执字第
00072-2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单位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即日履行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一、向申请执行人郭会敏清偿借款 630万元
及利息。二、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并
承担案件受理费 105221元， 执行费 74674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瑶：本院受理李瑞、刘静申请执行本院（2013）东民一初
一字第 00180 号民事判决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东执字第 00275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向本院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郝海涛：本院受理范秀峰申请执行本院（2012）东民一初一

字第 00276 号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
东执字第 01446号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向本院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杨柳霞、杨吉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政七街
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

金民二初字第 585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确
认：杨柳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政七街支行 128191.75元及利息 31540.61元。 杨吉强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3495元。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金执字第 1177 号执行通知
书、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杨柳霞、杨吉强于本裁定生效后
3 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杨柳
霞名下位于中原区桐柏南路 106号 1号楼 1单元 5层 9号的房
屋一套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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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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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韩东阳：李旭光申请执行你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4）金执字第 164 号执行通知书、（2014）金执字第
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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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韩东阳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
水区纬一路 1 号院瑞园小区 1 号楼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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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子：本院受理岳红强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2013）西民红初字第 35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告
岳红强向本院申请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西执字第
2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自公
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汤会军：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北京金盛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汤会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被执行

人公告送达本院(2014)高新执字第 2号执行通知书、(2014)高新执
字第 2-1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被执行人自本通知
送达之日起 3日内履行(2013)高新民初字第 386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1、给付执行申请人 66404元;2、承担执行 896 元，合计
67300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
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江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彭红标、张贝珠、彭洪东、熊美珍：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杨智
与被执行人彭红标、张贝珠、彭洪东、熊美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因四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四被执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4)高新
执字第 2号执行通知书、(2014)高新执字第 2-1 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载明: 责令四被执行人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
履行(2013)高新民初字第 85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1、归还
申请执行人借款 200 万元及利息 50547 元;2、承担诉讼费用(其
中申请执行费 23069 元， 案件受理费 11400 元、 财产保全费
500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40069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
完毕。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鑫、余秀金：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广执字第 30-2
号执行裁定书及限期履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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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林巍、吴园园、樊强华、赖和平、丁新娇：本院受理的广昌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3）广执字第 32-2 号执行裁定书及限期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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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王播华、宋福香：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广执字第 113-1、2 号执行裁定书及
限期履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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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后
我院将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将视为放弃权利，同时本院还将随
机抽取选定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赖雪梅、宋美金、曾志明：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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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张运福、张运禄：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3）广执字第 115-1、2、3 号执行裁定
书及限期履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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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后我院将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将视为放弃权利，同时本院还
将随机抽取选定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魏林芳：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达（2013）广执字第
122-2、3、4号执行裁定书及限期履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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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后我院将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将视为
放弃权利，同时本院还将随机抽取选定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
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张玉旺：本院受理的广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达（2013）广执字第
114-1、2号执行裁定书及限期履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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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后我院将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将视为放
弃权利，同时本院还将随机抽取选定拍卖机构，所确定的拍卖
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王丽、张凤起、张晓杰：本院受理张香馨申请执行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该案（2013）庄民初字第 28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庄执字第 765号执
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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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张绍双、高洋、孙爱民：本院受理朝阳市双塔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 （2012） 朝双民四初字第
00046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
朝双执字第 00540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邰焕民：本院受理吴秀华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2013）
朝双民二初字第 00418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4）朝双执字第 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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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李庆利 （公民身份证号 211102196608231516）、荣彩华
（公民身份号 21111119741023291X）：本院在执行杨贺祥诉你
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向你二人送达（2014）盘县恢执
字第 00021-1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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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辽宁]盘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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