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纪实］
2014年7月14日 星期一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吟秋 新闻热线（010）67550723 稿件传真（010）67550782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1

□ 丁一鹤

危情之下，莫让微信变“危信”

微信作证，妻子出轨露马脚

41岁的京城名企高管李子奇因微信泄露婚外情，在奔赴情人之约后，被一把尖刀架在脖子上，腿部受伤，然后被塞进面包车与他的情

人捆在一起，开始了九天九夜的惊魂之旅。

半个月之后，21岁的女大学生田甜同样在微信的邀约下奔赴玫瑰之约，在同一把尖刀威胁下被两次强暴。当警方通过微信抓住26岁的

犯罪嫌疑人袁腾龙时，才惊奇地发现：他本是个感情“伤员”，却通过报复和伤害别人来寻找平衡和疗伤。

“微信”在危情之下变成了“危信”，让人情何以堪？

5

——一男子为报“夺妻之仇”拘禁情敌九昼夜并强暴女大学生犯罪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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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中午 12时，袁腾龙开车把
李子奇送到顺义区南法信镇的一个公共
汽车站，李子奇坐车去找自己的家人。他
没敢回自己的家，而是躲到一个宾馆里。
当家人见到遍体鳞伤的李子奇后，立即
报警。

而警方接警后赶到他们曾经住过的
出租屋时，发现早已人去屋空。袁腾龙已
经把妻子送到医院疗伤，而受伤的妻子
并没有报警，所以没有人知道袁腾龙的
下落。

正当警方四处查找袁腾龙的时候，
10月 5日下午，袁腾龙用“华尔街男人”
的网名，冒充海关缉私人员，在微信上与
刚认识的21岁小女孩田甜，天南地北地
聊了一下午。最后，两人互相交换了电话

号码。
10月6日，警方接到女大学生田甜报

案，称她被一个微信上相识的“华尔街男
人”两次强暴。为了抓到罪犯，警方也用上
了微信，他们注册了一个极具女性化的微
信名，加了“华尔街男人”为好友，然后按
图索骥抓获了罪犯，此人正是袁腾龙。

被捕后，袁腾龙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过程，对于自己拘禁殴打李子奇和
董小婷，他愿承担罪责，并认为自己应该
惩治这对出轨男女。而对于强暴田甜，他
追悔莫及。

2013 年 7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以强奸罪判处袁腾龙有期徒刑五年，
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零六
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一审判决后，袁腾龙提起上诉。
2014 年 3月，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其上诉，维持原判。

微信作为一种交友和通讯工具，
本身并没有错，只有因使用者的“危
情”冲动之下，微信才变成了“危信”。
就像每个家庭厨房里都有一把菜刀一
样，菜刀本来是切菜削瓜的，当然也可
以变成血腥的杀人利器。如果我们不
去探究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原因，而
把责任完全推到菜刀上，那就是缘木
求鱼。

微信只是一种工具，危情才是伤
人利器。

（拒绝一切形式的转载、文摘、上
网）

一切都从微信开始，一切都从危情
开始。

2012年9月11日晚10时，刚从河北
衡水老家回到北京的袁腾龙，黑着脸对
妻子董小婷说：“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
么他要占你便宜？我得跟他谈谈，你带我
去，把微信上的事情说清楚。”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都是我的错，
你想怎么着都行，想离婚我也答应。这么
晚了，明天再说行不行啊？”董小婷哀求
着说。

“不行，今天晚上我就过不去心里这
道坎儿，我老婆凭什么让别人睡了？而且
还是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我哪点不如
他？”袁腾龙执拗地说，“你要不去，信不
信我弄死你？”

董小婷知道袁腾龙性格固执，凡是
他认定的事情总是说到做到，只好答应
跟着他去自己的单位，去找袁腾龙所说
的那个老男人。这个老男人是董小婷的
上司，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审计部长李
子奇。

25 岁的董小婷和比她大一岁的袁
腾龙结婚很早，在老家生下孩子后，来到
北京打工，并成为一家著名企业的审计
工作人员。而文化水平不高的袁腾龙在
北京朝阳区给一家公司开面包车拉货。
两人买不起房子，董小婷又要常常出差，
所以就住在单位宿舍，而袁腾龙也只好

凑合着住在公司里。两人把孩子送回衡
水老家，遇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两人偶尔
回老家看孩子和父母。

2012 年 9 月初，袁腾龙带着董小婷
回衡水老家看孩子。到家后，袁腾龙想看
一下自己的微信，打开之后才发现是妻
子的手机。正当他准备放下手机时，一张
妻子与一名中年男人的亲密合影吸引了
袁腾龙的目光。再翻下去，是很多极其肉
麻的对话。袁腾龙忍不住看了下去，他吃
惊地发现，就在十几天之前的8月份，董
小婷去外地出差的时候，与本单位一名
微信号叫作“奇迹”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
过夜。

照片上的“奇迹”是个 40 岁出头的
中年人，而董小婷还不到25岁。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袁腾龙拿
着手机，指着微信上暧昧到露骨的照片
和对话，恶狠狠地问。

“没什么事啊，俺俩只不过是同事关
系，他是俺领导，喜欢跟我开玩笑，你别
瞎想啊！”董小婷还想辩解，却被袁腾龙
一耳光打断：“玩笑？你们是想看老子玩
笑吧？你要不跟我说清楚，看我不弄死
你。”

董小婷知道袁腾龙是个爱钻牛角尖
的人，只好把前几天出差时与李子奇出
轨的事情如实告诉了袁腾龙。但袁腾龙
听后一言不发，黑着脸开车回了北京。

案发“9·11”，尖刀扎高管大腿
袁腾龙越是风平浪静，董小婷越是

提心吊胆。9 月 11 日晚 10 时，让董小婷
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袁腾龙逼着
她把李子奇叫出来，他要跟李子奇问个
清楚。至于问什么，董小婷哪里知道？

袁腾龙开着面包车拉着董小婷来到
她单位门前，把电话交给董小婷说：“不
要用微信了，直接打电话叫他出来吧，你
知道怎么说。”

董小婷拨通了李子奇的电话：“你现
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个面，我在单位门
口等你。”

这么晚了，董小婷直接打电话过来，
让李子奇略感意外。以往两人早已达成
默契，私人交流都通过微信联系，不到紧
急时刻或是为了工作不通过电话联系。
李子奇突然想起，董小婷前两天回河北
老家去看孩子，按常规这两天应该回来。
难道她迫不及待地想跟自己见面了？

李子奇忙跟家人说：“我单位里有点
急事，要去处理一下，你们早点休息吧，
我今晚不一定回来。”

赶到单位大门口，李子奇并没有见
到他日思夜想的董小婷。他又打电话问：

“婷婷，我在单位门口呢，没见着你啊，你
在哪儿？”

“我在单位东边的马路上，你来这边
找我吧。”李子奇想都没想就跑到偏僻的
东马路，见董小婷站在一辆面包车前招
手，他连忙小跑过去。

正当李子奇张开双臂想给董小婷一
个拥抱时，一把尖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李子奇惊恐地扭头一看，持刀的正是董
小婷的老公，他在董小婷的微信里早已
见到过。

李子奇心里暗叫一声：“坏了，露馅了。”
“咱俩谈谈吧，上车。”袁腾龙一手拿

刀，一手抓着李子奇的胳膊。
李子奇一边答应，一边想着应对之策。

正当袁腾龙押着他进车门的时候，李子奇趁
其不备拔腿就跑。还没跑出去两步，那把尖
刀就深深插进了他的左腿，鲜血顿时迸溅
出来，染红了裤管。

“还跑不？”袁腾龙问。
“跑不了啦，哎呀！哎呀！”李子奇一

边喊疼一边告饶，一边被袁腾龙塞进车
里捆了起来，与被捆得结结实实的董小
婷并排着面对面躺在了面包车后面。

血色深夜，打落门牙和血吞
袁腾龙在捆李子奇的时候，把他的

手机和钱包都拿走了，然后问：“哪张
卡里有钱？借我点钱用。”

“刚出差回来，只有工行卡里有
600元。”李子奇如实回答。

“穷成这样还想玩女人？说密码！”
袁腾龙冷冷地说。

李子奇说了密码，袁腾龙从一个取
款机上取了500元，然后开车离开。

李子奇惊恐地挣扎着想跳车逃走，
但试了几次后发现，不但绳子解不开，即

便解开了跳车呼救，在这僻静无人的深
夜里也不会有人听到，何况自己的大腿
被扎伤，根本跑不了。

最后，面包车来到一个杳无人烟的
杨树林边，袁腾龙将车子停下，先从车上
拖下董小婷拳打脚踢一顿，再拖下李子
奇没头没脸地狂揍，直到累得浑身无力。
袁腾龙坐下来喘息了一会儿，又揪着躺
在地上的李子奇的头发问：“说吧，你把
我老婆怎么了？”

“我跟你爱人什么事都没有啊，就是

一起去出差，经常开个玩笑，顶多算暧
昧关系，但没有发生性关系。”李子奇
说。

“别跟我咬文嚼字，你就说睡没睡
过我老婆吧？”袁腾龙咬着牙问。

“没有！”李子奇一口咬死。
“我都认了，你也认了吧。”董小婷

知道袁腾龙的执拗脾气，她知道李子
奇越不认账，越会激起袁腾龙的怒火，
李子奇越会遭罪。但李子奇硬是不承
认。

电光火石之间，李子奇听到了嘴
唇间“咔嚓、咔嚓”连续两声脆响，他的
嘴巴里多了两半截被敲掉的门牙。满
嘴血沫子的李子奇两眼冒着金星，泪
眼迷蒙中他终于看清楚了，袁腾龙的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锤子。

“认账不？”袁腾龙继续问。
“嗯！嗯！”张不开嘴巴的李子奇鸡

啄米一样点头认可。
见李子奇和董小婷都认错了，已

经折腾了半夜的袁腾龙说：“认错就
好，那就休息吧，你俩睡车里面，我睡
车门口。姓李的，你要是想跑就随便
跑，不要让我逮着你就行。”说完，
放平车座倒头便睡。

火烧火燎，惊魂之旅遍体伤
李子奇和董小婷战战兢兢一夜无

眠，直等到日上三竿袁腾龙从梦中醒
来。

醒来后，袁腾龙继续对李子奇刨根
问底，追究两人交往的细节。李子奇不
说就挨揍，但只要说了细节，挨揍更厉
害。打累了之后，袁腾龙到一个小卖部
买了两根蜡烛，点着后一根塞到李子奇
手里，一根塞到董小婷手里，命令他们
互相拿着烧对方。

袁腾龙说：“你们在一起不是舒服
吗？今天我让你们更舒服。烧吧，不烧
就挨揍，哪个舒服你们自己选。”

为了不挨揍，两人只好闭着眼，将
点燃的蜡烛戳向对方，滚烫的烛泪滴滴
答答落在对方的皮肤上，直烧得两人龇
牙咧嘴地喊疼。后来慢慢麻木了，只龇
牙咧嘴，再也喊不出声来。

就这样折腾了一天，三个人都折腾
累了、饿了。袁腾龙去附近农村的小卖
部买了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三个人凑

合着填饱肚子，就像第一天那样在路边
的车里过夜。当然，李子奇和董小婷都
是一直被捆绑着的。

第三天，李子奇和董小婷都没力气
拿着蜡烛烧对方了。袁腾龙只好自己动
手，这一次他用的不是蜡烛，而是把喝
剩下的矿泉水瓶子点着，将熔化后还带
着火苗的塑料，滴滴答答落在李子奇和
董小婷身上。

连续三天下来，除了吃喝之外，只
要闲下来袁腾龙就开始折磨李子奇和董
小婷。李子奇的皮肤烧烫伤总面积达
20%，其中深二度烧伤达到 18%。再加
上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疤，李子奇和董小
婷两人身上几乎体无完肤。

9月14日下午，连续在野外折腾了
三天的袁腾龙也许是累了，也许他也不
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最后他开车把两
人拉到了顺义区杨二营村的一个出租
屋，这是他一个亲戚租的。

到出租屋的时候，李子奇和董小婷

身上都已经遍体鳞伤，连袁腾龙都不
知道该打哪里好了。李子奇见袁腾龙
的态度有些缓和，而且除了折磨他与
董小婷之外，似乎也不知道下一步该
做什么，就劝袁腾龙说：“你打也打
够了，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别再打
了，不然打死我们，对你也不好，你
也不想要我们的命，是不是？”袁腾
龙听了也没再动手。

就这样三人一直在出租屋里又待
了四五天，到9月18日的时候，李子
奇的家人打来电话，问李子奇为什么
不回家。李子奇支支吾吾地说：“我
有点私事，等处理完了就回去，你们
放心吧。”

有什么私人的事情七八天处理不
完呢？李子奇的家人感觉不对，忙问
他：“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要
不要我们报警啊？”

“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没事，
马上就回家了！”李子奇连忙阻止了

亲友，而这些话，袁腾龙也听到了。
随后，李子奇劝袁腾龙说：“毕

竟这是咱们的私事，别把事情闹大
了，不然我家里人报警就麻烦了，你
先让我回家吧。”

这时候的袁腾龙已经六神无主，
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只好顺
坡下驴说：“要走你就走吧，我送你
到公共汽车站。”

妙龄女孩，玫瑰之约变噩梦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4日（总第6039期）

王小建：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深宝法
行非诉审字第 11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一、申请执行人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 2013年 11月 21日作出深宝
环水罚字 [2013]622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准予执行；
二、被执行人王小建立即停止擅自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明
金海工业区A栋 9楼开办的鸿成表业加工厂的生产；三、被执
行人王小建立即缴纳行政罚款人民币100000元。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泰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深圳

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4）深宝法行非诉审字第9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
下：一、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3年
11 月 8 日作出深龙华环罚字[2013]105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准予执行；二、被执行人深圳市泰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洗版、退镀、超声波清洗工艺的生产；三、被执行人深
圳市泰昇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立即缴纳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
150000元。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永迪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深
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4)深宝法行非诉审字第 113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于2013年11月7日作
出的深(宝)劳监罚 SJ2013015 号 《劳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准予执行;二、被执行人深圳市永迪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立
即缴纳行政罚款人民币91600元及因不按期缴款的加处罚款(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计，自 2013 年 11 月 23 日计算至缴款之日
止，加处罚款的数额以罚款本金数额人民币91600元为限)。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王建军：本院受理王书田与你债务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王书田申请执行（2000）新富民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新执字第 172号执行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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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王建军：王书田与你债务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4） 新执字第 1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你的
银行存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刘超伟、刘松涛：本院受理耿喜灵申请执行刘松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案外人刘超伟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刘超伟的异议申请书、本院(2013)金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403室领取异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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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何双军、何拥军：本院受理的司瑞传与你们其他合同纠纷
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武执字第00307号执行
通知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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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履行本院(2014)武民二初字第
0008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武陟县人民法院
南阳市硫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南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原）执行的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南阳市卧龙区支行房地
产信贷部与你单位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于2005年
10月份将其债权转让，现债权持有人郑州中万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申请法院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申请将其变更为本
案的申请执行人。据此，经合议庭研究支持了郑州中正万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03）南中执字第96-1号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韦峻晖、朱晓丽、仲建东：本院受理的杨小军与韦峻晖、
朱晓丽、仲建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执行中，本院于 2013年 11月 4日作出 （2013）
园执字第 1888-1号民事裁定书，评估、拍卖下列房产：被执
行人仲建东名下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天韵苑 3幢 101室
（建筑面积为91.23平方米、产证号为00163142）及3幢15号车
库 （建筑面积为 13.91平方米、产证号为 00163145） 的房产进
行评估、拍卖。评估价为人民币 822397 元 （含室内二次装
修）。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民事裁定书及上述房屋的评估报
告。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
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本院
将对上述房屋依法进行拍卖。联系电话 051266603311，联系
人：殷明。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张朝晖：盐城新易担保有限公司与你等人仲裁纠纷一案，
本院在执行中查明，郭亚预登记的山东省照市岚山区“风情海
州湾”3幢 1102室及 003预（01）-127房产你有部分出资。根
据盐城新易担保有限公司与郭亚达成的协议书，本院委托评估
机构对该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为421568元。现向你送达房
地产估价报告。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送达后10日生效。本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因你公司对吉林市龙潭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3） 龙民二初字第 220号
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金明玉的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
款、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
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的规定，限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应履行内容如
下：按 （2013） 龙民二初字第 220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履行义
务。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王晓峰：本院在执行李吉庆依据本院的（2013）龙民初字第
0040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公告向你送
达（2014）龙执字第104号执行通知书及（2014）龙执字第104号
扣划你工资27,136.00元的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
及给付李吉庆执行款收条，逾期本院将执行款27,136.00元交付李
吉庆，不在另行通知你。 [吉林]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

李莉（曾用名李丽）：本院执行的白山市浑江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江执字第 229号执行通知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责令你自
本通知送达之日起履行吉林省白山市仲裁委员会作出的
（2010） 白山仲裁字第 21号裁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我院将依法对你所有位于孙

家堡子一委房屋面积110.63平方米进行评估，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在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选择评估机构，逾
期不选择视为放弃，届时本院将委托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
处随机抽取。 [吉林]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王炳仁：本院依法受理张延杰申请执行（2007）于民权初
字第 1902号民事判决书、（2007） 于民合初字第 679号民事判
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8） 于执字第 125号
执行裁定书、（2007） 于执字第 1189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张凤起：本院受理大连银河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大连宏
鑫水产冷冻加工厂、大连佳利水产养殖公司、王丽、张凤起、
王忠娟、张晓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查封了你所有的位于庄
河市大郑镇大郑村证号为庄国用 （2005） 第 2309 号土地使用
权。现公告通知你在本公告期满后，本院定于 2014年 9月 9日
对上述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前的评估机构选定工作。你应
于当日8时到本院审判大楼三楼摇号大厅参加摇号，逾期则视
为放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军梅：本院受理内蒙古亿利兴汽车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周

军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3）新民二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王志国：本院受理执行申请人乌海市俊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王志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4） 乌勃执字第 00644号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李学兵：本院执行的刘富生申请执行李学兵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刘富生申请执行(2013)察民初字第180号民事调解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执通字第22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及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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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或变卖处理本院查封你所有的财产。同时，限你于公告期满
后的 10日内到本院司法辅助办公室参与评估机构的选择，逾
期，视为放弃权利。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法院

郝军、贾玲：本院受理执行的班国文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本院委托山西鸿
嘉元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郝军名下的位太原市长
治路西巷 7号 1幢 4单元 1401号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总价值
为：133.24元）。本院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评估报告。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二人于公告期满一周
内自动履行债务。逾期对评估报告不提出异议也不履行还款义
务，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上述房产。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苏州艾谱斯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江市风雷喷织
厂与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吴开商初字第0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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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孙亚：本院受理原告胡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淮开民初字第1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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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飞：本院受理聂文美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淮开民初字第1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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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毛长明：本院受理原告周长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淮开民初字第
03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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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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