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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微博发表侮辱性评论构成侵权
上海一网友被判赔偿3000余元

本报讯 一次在新浪微博社区管理
中心的偶然投票，却莫名招来陌生网友
的不满，进而在自己的微博上进行侮辱、
谩骂、嘲讽评论，并对微博相册中的照片
随意丑化，不堪其扰的陈某愤然将辱骂
者邬某诉至法院。日前，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邬

某侵犯陈某名誉权，判决其停止侵害，删
除侮辱、嘲讽、谩骂的文字和图片，并赔
偿经济损失2250元和精神损失1000元。

2013年6月初，陈某在“新浪微博社
区管理中心举报处理大厅”对一起事件
进行网络投票。原来，有位母亲在上海
地铁中公然哺乳，有人将其拍照并上传

进行批判，陈某支持了哺乳妈妈一方并
谴责偷拍者。然而陈某的投票及谴责导
致了邬某的严重不满，并在陈某的微博
中发表“法律程序个P，你个哥卖假货的
荷兰婊”、“拿不出你全家女盗男娼”等评
论。邬某还将陈某照片与港剧《九品芝
麻官》里苑琼丹扮演的妓院老鸨照片放

在一起，并评论“一直觉得眼熟，终于找
到原型了”。由于陈某微博上有不少现
实生活中的工作客户与朋友，导致被朋
友指指点点，严重影响工作与生活。陈
某因此将邬某告上法庭，邬某经法院传
唤后未到庭，也未发表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在原告的微

博中发表评论，直接指向微博的使用
者即原告陈某，肆意侮辱、谩骂、嘲讽，
污言秽语，还将原告描述为影视剧中
妓院老鸨的原型，贬低了原告的人格，
损害了原告的形象，降低了原告的社
会评价，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故依法作
出了上述判决。 （龙梦灵）

该案承办法官施丽妍表示，与一般
的名誉权纠纷案件相比，微博的个性化、
随意性带有更加浓厚的主观色彩，相应
地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对
侵犯名誉权的界定也更复杂，必须紧扣

“是否降低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来具体
认定。

施丽妍说，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

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
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
为人行为违法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

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加以认定。本
案中，被告的言论即使放宽标准也已超
出必要的限度，且被告的不当言论严重

造成原告在现实生活中的不便，故法
院认定邬某构成侵权。

随着交流工具的不断更新与进
步，公民发表言论的平台更多、更广，
言论自由也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施丽妍提醒，网友们在享受新兴工具
带来的自由时，切不能忘记言论自由
的合理限度。

■法官说法■
微博名誉侵权责任的认定

本报讯 广东省东莞市一工厂主
管张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多元。9
月9 日下午，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以信用卡
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张某在东莞一家工厂当主管，月薪
约4000元。2012年8月，张某向某银行
东莞市分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金卡，授
信额度为2万元。拿到信用卡后，张某
用来透支购买小家电以及其他生活用
品。从2013年11月9日起，张某明知无
力偿还欠款，持续恶意透支该信用卡共
1.9万多元，所欠利息及费用合计4900
多元，共计欠款2.4万多元。

张某事后称，开始他按最低还款
额还钱。为了偿还这张信用卡，他还
在其他银行办了两张信用卡来“拆东
墙补西墙”。但后来眼见透支的雪球
越滚越大，“窟窿”实在补不上，他就索
性不还了。

2014 年 6 月 4 日，银行经多次催
收欠款未果，且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代其向银行偿
还案涉全部欠款2万多元。此时，张某
另外两张信用卡也分别透支了7000多
元和6000多元，家属也一并帮其归还。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经过发卡银
行催收，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欠款，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
法应予惩处。考虑到张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其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从
轻处罚。全部透支款息已偿还，可从
轻处罚。另考虑到张某已认罪悔罪，
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回归社会服刑
不至于危害社会，足以达到惩罚和教
育的目的，依法可适用缓刑。法院遂
作出上述判决。 （黄彩华）

恶意透支信用卡
构成犯罪被判刑

本报讯 购房8年后得知自己的房
屋层高“缩水”，王女士将开发商诉至法
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认定开发商违约，案件未超过诉讼时
效，判决开发商赔偿王女士22.77万元。

2003年5月28日，王女士与北京红
石建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石建外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
买了建外SOHO的一套房屋，合同约定
房屋层高 3.5 米、建筑面积 177.18 平方
米，总价 306 万余元。王女士支付了全
部购房款。2011年10月，王女士得知其
他业主将开发商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确
定建外 SOHO 三层裙楼层高短缺。至
此，王女士才知道自己的房屋层高“缩
水”一事，故起诉至法院。

红石建外公司称，王女士以层高不

够要求赔偿损失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
另外，王女士在涉案商品房中已经居住
近10年，如果房屋层高不够，其早就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故现在起诉已经超过
了诉讼时效和买卖合同的异议期间。

案件审理中，法院委托专业测绘机
构进行了鉴定，经鉴定，涉案房屋层高为
3.33米。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层高低
于合同约定，致房屋可使用空间减少，可
利用高度降低，使用环境变差，损害了王
女士的利益，红石建外公司应承担赔偿
责任。法院同时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故王女士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黄 硕）

偷人现金后放假钞
两罪并罚被判徒刑

本报焦作9月11日电 窃贼偷
人现金后，放置一沓假钞欺骗失主。
今天，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一审以盗窃罪，持有、使用假
币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并
处罚金1.3万元。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李某骑摩托
车带着张某来到博爱县某村。一位坐
着轮椅的老人引起了他俩的注意。为
取得老人的信任，张某和李某冒充电
信施工人员，并称要以每天50元的报
酬将施工用的电缆线存放在老人家
中。在进入老人家中后，张某看到存
放在老人家中抽屉里的一沓百元钞
票。此后，李某假装与老人聊家常，张
某趁机溜进屋内将抽屉里的现金偷
走。因怕老人发现，为了便于逃离现
场，张某将身上携带的2000元假钞放
在抽屉里。几天后，张某和李某驾驶
摩托车流窜至沁阳市一个偏远的小山
村，以同样的方式，将一对老年夫妇放
在床褥下的 4800 元现金盗走。离开
时，张某将1000元假钞放在床褥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
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
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张某明知是伪造的
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其行为构
成持有、使用假币罪。鉴于被告人李
某、张某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张建忠 秦磊磊）

层高缩水17厘米 开发商赔偿22万

本报讯 9月9日下午，浙江省温
岭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全能
神”邪教组织案。温岭市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分
别对曹某、林某、陈某、蒋某、郭某5
人提起公诉。

仅有初中文化的陈某，系 70 后，
本来信仰基督教，后因母亲生病，而改
信“全能神”邪教。2011 年 12 月以
来，她与林某等人为开展“全能神”邪
教组织活动，租下一职工宿舍作为其活
动据点，并逐渐发展为“全能神”邪教
组织活动事务联络点、聚会点和资料存
放及制作点，先后联络和发展了郭某等

人成为传送“全能神”邪教信息、物品
及与外地“全能神”邪教组织联系的

“跑路”人员，建立起较为固定的与椒
江、临海、温州、杭州等地的“全能
神”邪教组织的联系渠道，形成较为完
整的“全能神”邪教组织信息、指令发
送传输体系。

2013年6月17日，陈某接“全能神”
邪教组织上级通知，将每册44页的《关
于上面的讲道交通》等“全能神”邪教宣
传资料经由蒋某复印、郭某分发了共
1000多册，让教会信徒来传阅。

2012 年 11 月，林某开始担任温岭
小区带领和财务管理人员，负责下辖的

28处教会1000多名人员的活动，对上
向浙江区办事员曹某 （肩负温岭小区、
仙居小区、温州小区等5个小区的数据
统计、情况汇总上报等任务，并组织发
展工作，她只来过温岭 2 至 3 次） 负
责，对下组织邪教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信
徒，提供活动经费保障等。

2013 年 6 月 26 日，在温岭、仙
居、玉环三地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
下，5名被告人被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曹某、林某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实施；郭某与人合伙制作、传播
邪教书刊 1000 多册；陈某、蒋某单
独或与人合伙制作邪教书刊 1000 多
册，其行为均应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5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
的指控基本无异议，均当庭认罪。

该案将择日宣判。
（李 洁）

温岭开审“全能神”邪教组织案
5名被告人均当庭认罪

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员
张春雷）福建省厦门市一公司贷款违约，
银行申请将其抵押物公开拍卖后，另一
公司诉至法院，称该拍卖标的物早已被
其租赁。近日，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租
赁协议无效。

禾达公司与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在
2011年和2012年分别签订高额抵押贷款
合同，约定禾达公司提供厂房、办公楼、宿
舍楼等作为抵押担保。后因禾达公司违
约，兴业银行依公证文书申请强制执行。
2013年9月1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禾达公司的抵押担保标的进行拍卖，
宏明辉公司以7572.49万元竞得。

得知拍卖消息后，闽台公司随即诉
至法院，称其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禾达
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约定禾达公司将
厂房、办公楼、宿舍楼及附着于此上的机
器设备等出租给闽台公司，租赁期限为

12年，租金每年为300万元；双方同时还
约定了水电费、税款交纳和办理登记等
事项。闽台公司称其已依约支付了租金
并进驻租赁物，请求判决确认双方签订
的租赁协议有效。

审理中，闽台公司为证明其已依约
支付租金，提供了记载多个自然人账户
之间的转账记录的银行业务凭证，交易
金额为950.96万元。禾达公司在庭审中
称收到了闽台公司支付的租金。抵押权
人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买受人宏明辉公
司先后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
间，闽台公司还提供了由禾达公司出具
的收款确认单和确认书，分别确认了闽

台公司依约支付租金及为禾达公司代垫
工人工资并折抵下一期租金等内容。

法院审理认为，高达近千万元的租金
均通过不同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支付，
双方未依约办理登记，亦未提供任何票据

证明其按合同履行了税费缴纳和支付水
电等费用的义务，且闽台公司未能举证证
明其按照租赁协议约定在过渡期满之后
占有使用租赁物。同时，从禾达公司及其
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看，其诉讼中

未作实质性抗辩，且未提供任何证据，
表现出抗辩程度严重弱化的特点。

综上，法院认为租赁协议的落款
时间虽早于讼争租赁物的抵押时间，
但租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闽台公司
与禾达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的目的在于
对抗兴业银行厦门分行抵押权的实
现，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兴业银
行厦门分行与宏明辉公司的利益，故
依法应认定为无效，遂判决驳回闽台
公司的诉讼请求。

日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
法院在医院的病房里开庭审理了一起
贩卖毒品案。

被告人严某和李某均有多年吸毒
史，为了支付高昂的吸毒费用，二人
开始贩卖毒品。

端州法院受理该案后，考虑到被
告人李某因患重病在肇庆市第一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同案被告人严某羁押
在看守所，但患有艾滋病及脉管炎的
特殊情况，法院决定将开庭地点安排
在医院。

在法院的周密部署以及医院的积
极配合下，庭审顺利进行。法庭将择
日宣判此案。

林劲标 叶志敏 王 敏 王薇
薇 文/图

恶意串通 干扰执行

厦门两公司虚构租赁协议被判无效

目前，法院在执行涉及土地、房屋
等不动产的案件时，不少被执行人与案
外人恶意串通，虚构租赁合同，意图阻

碍法院的执行，其实质是通过虚假诉讼
达到非法目的。该案承办法官建议，应
加强对以虚假租赁合同规避执行的行为

的防范和打击。加大对虚假租赁合同
双方当事人的惩戒力度。对参与制造
虚假租赁合同案件的有关人员，可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的
规定，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法官建议■
加大对虚假诉讼惩罚力度

病房里的庭审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2日（总第6096期）

梁美容及其家属：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阳江市隆安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中，已依法拍卖了
你们所有的位于阳西县织篢镇建新街18号的房地产，并将该房
屋内的物品腾迁到阳西县富和花城9幢101房存放。因你们长期
外出，去向不明，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限你们
本自公告之日 10日内与本院联系到阳西县富和花城 9幢 101房
领取存放物品。逾期不领取，本院将依法处置。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陈春记：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江选考等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等案，因你长期外出，去向不明，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广东粤达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作出的粤达估字（2014）TP-002号土地评估报告书（阳西县城六
区 576 号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净值为 220015 元）及本院作出的
（2013）阳西法执字第420恢1-2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陈春记名下的阳西县城六区576号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使用权证号：西府国用（2001）第 1519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阳西县人民法院

廖炜：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黎殷伶与被执行人廖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4）肇端法执字第 706号]，因你行踪去
向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如下义务：一、向申请执行人
黎殷伶偿还借款本金160000元及利息。二、向申请执行人黎殷伶
支付案件受理费17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20元。三、承担本案
执行申请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
林浩善：本院受理的颜世芹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汤法执字第74-
2号通知书，通知内容为：对你所有的位于汤原县永发乡南华村
善华木业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所有的设备（带锯3台、小截锯1台、
单刨2台、热压机1台、横顺截边机1台、施切机3台、涂胶机3台、
插车1台、锅炉2台）及厂房700平方米和厂区土地使用权12328
平方米进行评估、拍卖的执行裁定已生效，现通知你于 2014年
11月 28日上午 9时 20分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术室共同选择评估、拍卖机构，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逾期，如不按时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后果自负。
[黑龙江]汤原县人民法院

曲中卫、张爱香：本院受理洛阳泽源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西执字
第135号执行通知书及（2011）西执字第13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到本
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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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长葛市闪亮发饰有限公司、长葛市永固金属防腐有限公司、
长葛市汇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马晓香、马丽、马明亮、陈银松、
魏玛琳、李何伟：本院受理长葛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许执
通字第57-1号执行通知书、（2014）许执令字第57-1号报告财产
令、（2014）许执裁字第 57-1号执行裁定。上述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涛：本院受理信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浉执字第208-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潘涛所有的位于信阳市浉河区
中山路长江高科技广场 5号楼 1层 105号房产以 123700元的价
格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信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李鑫：本院受理信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8）浉执字第224-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信阳市浉河区中山路长江高科技广场7号
楼 1层 102号、103号房产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
江世虎所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廖光清、李富云：本院受理信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7）
浉执字第50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信阳市浉河区中山路长江
高科技广场5号楼1层114号房产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
买受人袁逊云所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赵梅、王浩林：本院受理河南盛世通宝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浉法
执字第27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5日内履行（2012）信申证执字第2
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汤贤菊、何宜春：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与被执行人汤贤菊、何宜春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江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对汤贤菊位于江阴市青阳镇府前沁园50号802室房屋进行
了评估，现向你们送达苏国衡（2014）江阴房估字第181号评估报
告书及本院（2014）澄执字第4756-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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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勇：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宏策诉申请人马金及你确认合同
效力纠纷一案，申请人刘宏策申请执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3）大民三终字第 109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4）瓦执字第 141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七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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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内蒙古恒威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在执行刘雪生与

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恒威矿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其异议予以驳回，苏州海
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
议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复议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商丘市合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菏泽鑫光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在执行商丘市合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菏泽鑫光置业有限公
司、王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王震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经审查，本院对其异议予以驳回，王震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复议申请书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亚茹：本院受理王成飞诉杜亚茹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申请

人王成飞申请执行（2014）菏牡民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菏牡执字第 1033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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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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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封海龙、任菊鲜：本院受理黄龙、黄正杰、崔小莹向本院申请
执行（2013）同商初字第52、53号（2014）晋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
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同执字第 50、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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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玉军：张彦德申请执行你金钱给付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大同市泰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晋大泰房地评
字[2014]第246号估价报告书，经评估你名下位于城区向阳里西
街七号院 7桉 2单元 10号房屋的评估价为 37.12万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异议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10日内。提出异议期限届满后，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邓晓东：本院受理王泉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阳郊执字第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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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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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曲存喜（曾用名曲晋嘻）：本院受理申拽根申请执行（2013）
洪民初字第80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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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王莲花、绛县鑫海化工有限公司：申请人绛县金恒源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绛县公证处（2014）绛证执字第 009号
执行证书及（2013）绛证经字第 360号公证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一案。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且下落不明，本院裁定对你名下的位于绛县卫庄镇增村绛

县鑫海化工有限公司资产及设备予以查封。现依法公告送达本
院（2014）绛法执字第 86号民事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现本院依法将对你名下绛县
鑫海化工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设备进行评估，自公告期满后第一
周的星期二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选定评估机构，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择机选定的评估机构将作为本案
的评估单位，依法对查封资产进行评估。 [山西]绛县人民法院

甘国华：本院执行的陈建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4）头执字第 191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
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即日内向陈建明给付
123321.77元，执行费 1749.83元支付到本院，承担迟延履行期间
的加倍债务利息和相关费用，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
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如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
财产变动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
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程河云、蔡锦山：本院受理攀枝花市盐边县鑫龙包装印刷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依据生效的
（2012）瑞民二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瑞法执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4）瑞法执字第 11-1号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珠海国嘉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李光兴：本院受理申请人蒋梅

玉、申请执行人刘光华、被执行人珠海国嘉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申
请追加李光兴为（2006）香执字第972号案被执行人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开庭传票。申请人诉请：
一、依法追加李光兴为（2006）香执字第972号案被执行人；二、裁
定李光兴在抽逃珠海国嘉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珠海国嘉投资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申请人债务的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日。开庭时间为 2014年 11月 18日上午 9时，开庭地点
为：本院303室。逾期将依法作出判决。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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