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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女士骑行电动车时，
被大风刮落的广告布裹倒在地受伤，
经鉴定构成一级伤残。近日，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悬挂物塌
落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被告广告主广通商贸公司未
尽维护、管理责任被判承担70%的赔
偿责任，被告广告位所有权人从某、
管理人星河投资公司在涉案广告位租
赁期满后未及时要求广告主拆除，各
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姚女
士合计150万余元。

2011 年 8 月 7 日，受台风“梅
花”影响，如东县陆地最大风力达
10 级。8 时左右，姚女士骑电动自
行车行至一商厦门前路段时，挂贴
在该商厦墙面上的巨幅酒水广告布
被台风刮起，飘落过程中恰巧碰裹
到姚女士，致其倒地受伤。被抢救
后，姚女士生命体征渐趋平稳，但
处于植物性生存状态，后经法医学
鉴定构成一级伤残。因涉案商厦产
权登记在从某名下，星河投资公司
在三楼经营，并对外租赁墙面广告
位，广通商贸公司向其租赁一年发
布酒水广告。姚女士家属随后诉至
如东县人民法院，请求三被告赔偿
损失合计 178万余元。

法庭上，广通商贸公司辩称，本
起事故是基于不可抗力即“梅花”台
风所致；星河投资公司辩称自己不是
广告布所有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
且无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如东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广
通商贸公司在广告准许发布期限届
满后，未按城管部门要求限期拆
除，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和加固
措施，导致长期使用出现老化的广
告布被台风刮起，飘落过程中致伤
原告，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应承
担主要责任。同时，已有证据证
明，涉案广告位是由广通商贸公司
向星河投资公司租赁，或者由星河
投资公司代所有权人从某出租和管
理，星河投资公司和从某在租赁期
满后，未能及时要求承租人拆除广
告，也未提醒维修加固，存有一定
过错。而姚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正常
出行，无证据证明其存在过错。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姚女士
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50万余
元，由被告广通商贸公司赔偿 70%，
被告星河投资公司、从某各赔偿
15%。

星河投资公司、从某不服，向二
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
持，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该案一审承办法官陈楚新介
绍，利用城市道路、公路、建 （构）
筑物等户外基础设施设置广告，已成
为近年来不少商家营销、公益宣传的
首选方式，消费者也逐渐习惯从中获
取商业信息，但户外广告的规划设
置、监督管理和日常维护还不规范，
不仅影响了市容市貌，甚至还引发了
不少事故。

涉案广告布虽然挂贴于墙体广告
位上，但仍然属于搁置物、悬挂物的
范畴，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
定，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原则，广告主、广告位所有权人和管
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顾建兵 曹 俊）

■庭审现场■

涉嫌犯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涉案金额2210万元

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刑案一审开庭

工程款为何流入艺术品经营部

广告布飘落致残行人
业主租用者各担其责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讯 （记者
田 浩 通讯员 王要勤） 8月 20 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北京市陶然亭公
园管理处原园长肖绍祥涉嫌贪污、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今天该案继续开
庭审理。部分人大代表、20余家媒体记
者及各界群众百余人旁听了庭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被告人肖绍祥于 2006 年至 2008 年间，
利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动
物园基建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北京动
物园兽舍改造工程等六个招投标项目
中，先向中标单位北京宜然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等单位全额支付工程款并要
求中标单位开具发票入账，后擅自指
定北京贵伟古典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等单位参与施工，再以向实际施工
单位支付工程款为由，要求中标单位
返还部分工程款。通过上述方式，被
告人肖绍祥将中标单位返还工程款中
的部分款项累计 1005 万元存入其个人
实际控制的北京田龙飞宇雕刻艺术品
经营部账户，予以侵吞。

2005 年 4、5 月间，肖绍祥利用担
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动物园 110
千伏输变电站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指
使下属以动物园职工宿舍厕所和小院拆
迁的名义向拆迁公司索要补偿，后将拆
迁公司从北京市海淀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管理中心申领的相关补偿款 22
万元予以侵吞。

2007 年底至 2008 年初，肖绍祥利
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动物园
草库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采用出具虚
假委托书等方式，要求拆迁方北京市金
梦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应补偿给北
京动物园的拆迁补偿款210万元打入其
个人实际控制的田龙飞宇经营部账户，
并将其中的200万元据为己有。

2009 年 11、12 月间，肖绍祥利用
担任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的
职务便利，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公园
领取金额为 48 万元的转账支票，存入
其个人实际控制的田龙飞宇经营部账
户，并将其中的人民币 13 万元据为己
有。2009 年 12月间，在陶然亭公园玉
虹桥改建项目中，肖绍祥通过先向施

工单位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多支
付工程款并要求施工单位开具发票入
账，再要求施工单位将多支付的工程
款返还给公园的方式，将施工单位返
还的工程款 137.3万元存入其个人实际
控制的田龙飞宇经营部账户，予以侵
吞。

检察机关指控，肖绍祥利用职务便
利，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共计1400余万元。

2007 年至 2008 年间，肖绍祥利用
担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该园基建
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信双龙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在承揽北京动物园基建工
程方面提供帮助，并于2008年1月收受
北京诚信双龙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尤建军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

肖绍祥案发前，其个人财产、支出
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其
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部分共计 800
余万元。

2013年 3月 3日，肖绍祥被查获归
案。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

公诉人认为，肖绍祥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骗
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
益，数额巨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
额特别巨大，应当以上述三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图为被告人肖绍祥在法庭上接受
审判。 王鑫刚 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
十几架摄像机列成一排，静静地对着审
判区侧门。

审判长宣布：“带被告人入庭。”
身穿褐色圆领衫的肖绍祥在两名法

警的押解下走进了法庭。
59 岁的肖绍祥看上去很平静，甚

至显现出一丝微笑，面对国徽，他没有
慌乱。

公诉人的公诉书刚刚宣读完毕，肖
绍祥未等审判长发问，便表示：“我都
有异议！”

“稍后再谈是否同意，先坐下。”审
判长向还在被告人席上欲继续申辩的肖
绍祥提示道。

公诉人开始就相关贪污犯罪的证据
向被告人进行讯问。

“这六个招标工程都是你负责的

吗？”
“是集体研究的，是我负责落实

的。”
“是怎么研究的？”
“都是通过招投标完成的，有严格

的流程，并且都经过了检验，施工质量
都符合国家标准，现在也都投入使用
了。”

“按照国家规定，中标单位应自己
施工，自己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让未中标
的公司来做？”

“工期时间太紧，为迎奥运，中标
的总包单位将一些专业性强的工程分包
给其他单位也是合理的。”

面对公诉人的提问，肖绍祥有问必
答，滔滔不绝。他说到嗓音沙哑后，请
求审判长先允许他喝一杯水，他将法警
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

而就在看似滴水不漏的回答中，他
的破绽也暴露出来。

警方曾在他的办公室里起获了“北
京田龙飞宇雕刻艺术品经营部”的营业

执照及财务单据，甚至有巨额存款的凭
单。而数额巨大的招投标工程款竟能源
源不断地转入该经营部账户。

“经营部的资金从哪里来？是谁让
将工程款转入该账户的？”

“经营部另有法人代表，他们过去也
做过动物园里的工程……动物园也要向人
家付劳务费……我们是集体研究的……”

肖绍祥闪烁其词，已不能自圆其
说。

检方出示的证据明确证实，经营部

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肖绍祥，该营业部
在民生银行的账号也是肖本人所开。

身为动物园的副园长，却要将一
个曾在动物园施工过的单位的营业执
照、财务报表锁在自己抽屉里，并声
称要帮人家去银行核对账目，对这种
有违常理的事情，肖的回答是：“记
不清了，每天那么多事，哪里都记得
住！”

“肖绍祥在庭上供述的情况与事
实不符，请法庭在下面的庭审过程中
予以注意。”这是公诉人在法庭上反
复提及的一句话。

面对数十本卷宗的证据，大量的
工程合同，肖均认为与犯罪不搭边，

“没有关联性”。
由于时间关系，本案的法定庭审

程序尚未走完，肖绍祥被带下法庭。

本报讯 单亲家庭女孩小羽因骨关
节疾病接受手术治疗，面对高昂的医疗
费用，父亲施先生以小羽已经成年，自
己没有继续抚养的义务为由，拒绝承担
相关费用。为此，小羽将父亲告上法
庭，索要一半的医药费。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小羽的诉讼请
求，施先生应承担医药费的三分之一，
共计1.8万余元。

今年 19 岁的小羽成长在一个单亲
家庭，在她 13 岁那年，父母经法院调
解离婚。根据离婚调解书中的约定，小
羽随母亲生活，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
800元至小羽18周岁。虽然一个人抚养
小羽并不容易，但小羽的母亲还是为她
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2011 年，小
羽远赴美国就读高中，并在 2013 年考
入美国的一所大学。

去年年底，小羽因突发髌骨关节脱
位而被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小羽患
有髌骨先天发育不良，需手术治疗。今
年1月，小羽暂时休学回国，并接受了

膝关节膝下手术。手术花费的 5.5万余
元医疗费、护具费等让小羽和母亲都感
到难以独自承担。

而更让小羽心寒的是，住院期间
亲生父亲从未到医院进行过探望关
心，当她提出让父亲承担部分医药费
用时也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小羽认
为，父亲的行为深深伤害了自己，其
有义务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遂提起

抚养费诉讼，要求施先生承担一半的
医疗费用 2.79万元。

法庭上，施先生对女儿提出的诉讼
请求并不认同，他表示离婚后女儿不认
自己这个父亲，自己对女儿生病住院手
术的情况也并不知情。而更为重要的
是，根据当初的离婚调解书，自己只需
抚养女儿到 18周岁，因此女儿 18周岁
之后的事情并不应该由自己负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羽虽已年满
18 周岁，但其仍然在高校就读，客
观上缺乏充分的经济来源，而且小羽
还患有先天性的股骨踝发育不良疾
病，根据医嘱短期内不宜负重活
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其劳动
能力。对于刚满 18 周岁的小羽而
言，暂时无法承受数额庞大的医疗
费用，而父母作为其家庭成员有相
互扶助的义务，因此小羽要求父亲
分担一定的医疗费用，于法有据。
考虑到小羽毕竟已经成年，在病情
康复后尚有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来源的
可能性，法院酌情支持由小羽的爸爸
分担小羽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

（汤峥鸣）

本报讯 从网上学制枪技术，并购
买枪管，私自非法制造枪支。近日，山
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制造
枪支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四年有期徒刑。

2013年 10月 21日，公安机关将张
某抓获，并在其家中搜查出改制射钉枪
一把、自制“秃鹰”气枪一把、自制子
弹若干。

庭审中，张某交代，他在网络上看
到改装射钉枪的帖子，就从网上购买枪
管、模具，从五金市场买来配件，运用
从网上学到的制枪技术，在家里改制射
钉枪一把、组装“秃鹰”气枪一把，自
制子弹若干，主要用于自己玩。经公安
机关鉴定，改制射钉枪和气枪认定为枪
支。因自制的非制式子弹无相关认定标
准，故无法认定。

法院认为，张某将射钉枪非法改装
成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支 1支，
非法组装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的
高压气枪1支，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制
造枪支罪。根据被告人犯罪情节和认罪
态度，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刘国军）

自制枪弹用于玩耍
触犯刑律终入牢房

19岁女儿状告生父索要医药费
法院酌情判决父亲承担三分之一费用

本案审判长、黄浦区法院民一庭庭
长李红云介绍，近年来在该院审理的抚
养费纠纷案件中，像小羽这样虽已成
年，但仍起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案
件并非个案，且在数量上呈增多趋势。

李红云表示，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
般至子女 18 周岁止，但特殊的情况
下，若成年子女确实无独立生活能力、

无经济来源的，父母仍有可能需要继续
给付抚养费。

李红云用“三分法”分析了三种
不同的情况：首先，对于确实因身体
状况等客观条件限制导致丧失劳动能
力，而无法独立生活、无经济来源的
成年子女，婚姻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
父母有继续给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

父母应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其
次，对于因病就医但又无经济来源
的成年子女，如果子女的疾病已经
影响到其独立获得经济来源的能
力，应认定为无法独立生活，父母
作为家庭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
应酌情承担一定的比例；再次，对
于成年子女单纯主张教育费用的，
由于其已具备劳动能力，可通过打
工、申请助学贷款等方式维持正常
生活学习需要，因此如果父母确实
没有给付能力的，可不再承担教育
费用。

■法官说法■

子女已成年 父母管不管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2日（总第6078期）

天津祥禹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光、黄淼：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天津方正创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天津祥禹阳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光、黄淼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青执字第 235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
履行本院（2013）青民二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黄淼所有的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奥
城 38号楼 1门 2201和天津市南开区金庄公寓 7号楼 1门 402公
寓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合肥科丰艺术造型有限公司：本院已分别立案执行你公司
与邓祖福、合肥惠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租赁合同纠纷
两案，因你公司无人值守，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长执字第 00657/00658号执行通知书及
（2014）长执字第00657/00658-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 5日内自觉履行本院
（2012）长民一初字第01390/0139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分
别向申请执行人邓祖福、合肥惠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借款
及租金合计535314元（不含2011年11月5日之后的租金），负担
案件受理费 13866 元，执行费 7830 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对
（2014）长执字第 00657/00658-1号执行裁定书所查封的铜制品
委托评估、拍卖。 [安徽]长丰县人民法院

黄山市祁门县君道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祁门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因你公司未履行本院作出的（2014）祁民二初字第00001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祁
执字第 00090号案件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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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祁门县人民法院
许美燕：本院受理黄景明与你、何积铭、厦门济泰建筑工程

顾问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执行一案，执行案号（2013）芗执行字第
1537号，本院已于 2014年 8月 4日查封你址在漳州市芗城区胜
利西路 95号 603室房屋，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芗执行字
第1537号执行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限你在公告期满后3日内，
履行（2011）芗民初字第 397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予以评估、拍卖、变卖述房屋等强制执行措施。
现予以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福建]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程洪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苏全喜与被执行人你买卖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让执字第510
号执行通知书、（2011）让执字第 510-1号执行裁定书、（2011）让
执字第 510 号限期履行义务通知书、庆中法技字[2014]第 67 号

《委托鉴定情况报告》。以上法律文书分别载明：程洪伟给付苏全
喜执行款238743元、案件受理费7146.50元、缴纳执行费7146.50
元、迟延履行金，限你自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以上给付金钱义
务，拍卖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西路 82-8号商服，该拍卖房屋鉴
定价格为773938.11元，对评估价格有异议应于公告期满后10日
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新疆华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牡丹江分公司：本院依据

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黑监民再字第
54号民事裁定书，于2014年8月5日立案执行。因你公司现已不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办公地点办公，也没法查到你公司现具体的
办地点和你公司的代表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4）东执字第 22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公开执行告知书、地址确认书、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公告期满后 3日内仍未自动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所造成的损失及各项费用依法由你公
司承担。 [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胡彦亮：本院受理衡水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衡桃执字第
37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公告期满后的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庞海义、刘彦妹：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冀州

支行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冀民二初字第1038号民事判
决书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4）冀民执字第 19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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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
拍卖、变卖你们所抵押的房产。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郎庆春、吉香花：本院受理故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
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故
执字第 94 号执行通知书、（2014）故执字第 94 号执行裁定书、
（2014）故执字第94-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故城县人民法院
安丽丽：本院受理高风旺、刘金玲申请执行你共有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阜执字第9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阜城县人民法院
张卫兰：申请人赵艳峰申请对你强制执行（2013）文民一初

字第6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文法执字第 503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当事人提供
或者确认送达地址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视为送
达。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三日内（遇节假日顺延一日）到本院A1113
号办公室履行（2013）文民一初字第 67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并向本院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填写送达地址
确认书，送达地址的内容包括送达地址的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
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逾期拒不提供或不确认的，以判
决书中认定的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
址。当事人在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
告知人民法院。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
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
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
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限
你于公告期满后四日内报告你的财产。无正当理由而逾期不履
行上述义务和不报告你的财产，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追究相
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马连翠、张素波：本院受理的王凤琴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我院依法对张
素波、柴修广名下的位于鹤壁市淇滨区“淇水春天”小区5号楼2
单元1层西户房产（证号0701003745，建筑面积141.02平方米，地
下室面积28.85平方米。）进行价格评估及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1、拍卖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2、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本院将于公告届满
后第十五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工作日第一天）上午九时在鹤
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3、领取房产估价报告，请你们于选择评估拍卖
机构后的第三十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工作日第一天），到本
院执行局领取房产估价报告。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意见，否则视为无异议；4、选择司法拍卖机构通知书。请你
们于领取房产估价报告后的第十六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工
作日第一天）上午九时，在本院选定司法拍卖机构，逾期不到，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刊。

[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毛海霞：本院执行的李元飞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查封

了你所有的位于荆门市白庙路（石化总厂）33栋5层507室房产，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请你于公告期满后第3
个工作日到本院参与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权利，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凤：本院受理张海波诉你及吴显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执行人张海波申请执行（2013）鄂荆州区民初字第0115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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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宜昌大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宜昌市神州玉龙置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宜昌宝佳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
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廉政监督提示卡及（2014）鄂宜昌中执字第 00070号、第
00070-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市汇银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杨奋、魏伟华：本院受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2013）锡商初字第
0255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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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兴市能浩金属表面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汤小清、汤华

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申请执行人汤小清、汤华申请执行
本院作出的（2013）宜民初字第0477号、047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依法委托宜兴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你公司所有的位于宜兴市新庄
街道苏阳村的厂房、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厂内设备进行评估，已
作出宜价证法（2014）第52号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闫建祥：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石凤山与你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

案，现进入执行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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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来本院执
行局自动履行（2013）城民初字第92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刘德善：本院受理黄亚珍与你金钱给付执行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4）城法执字第15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7日内来本院
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高云祥：本院受理大同市中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你金钱

给付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城法执字第336号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期届
满之日起7日内来本院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张黎波：本院受理申请人石昆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郊执字第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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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内履行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

王永明：本院受理刘福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3）柳民初字第 836 号、86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柳执字第 175号、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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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柳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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