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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无锡9月17日电 今天，备
受关注的“失独老人”主张获得儿子、
儿媳冷冻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案审结。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撤销了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了上诉
人“失独老人”关于获得已故儿子、儿
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诉求。

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失独老
人”提起的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
案。

法院查明，小明 （化名） 夫妇于
2010 年婚后由于多年未育，两人求医
于南京鼓楼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手
术。前期试管培育受精已全部完成，正
准备进行植入胚胎手术。然而，就在手
术前一天，两人驾车发生车祸，夫妻相

继离世（详见本报今年5月20日三版）。
小明夫妇的冷冻胚胎成了4位“失

独老人”的全部精神寄托。两家老人用
尽各种方法与医院交涉，但都遭到了拒
绝。院方表示，医院也很同情这家人的
遭遇，但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
胎处置都有明文规定，因此医院不能将
冷冻胚胎给他们。小明的父母遂以亲家
为被告，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主张获
得已故儿子、儿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
处置权。审理中，法院追加南京鼓楼医
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施行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受精胚胎为具
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
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

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
的。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诉求，原告不
服，上诉至无锡中院。

无锡中院审理认为，在我国现行法
律对胚胎的法律属性没有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上诉人的诉求合情、合理，且不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予支持。

（赵正辉 张圣斌）

据悉，法院重点从伦理、情感和特
殊利益保护三个方面阐述了判决理由。

首先，从伦理上说，施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受精胚胎，具

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不仅含有小明夫妻的
DNA等遗传物质，而且含有双方父母两
个家族的遗传信息，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
亦具有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

其次，从情感来看，白发人送黑发
人，乃人生至悲之事。小明夫妻意外死
亡，其父母“失独”之痛，非常人所能
体味。而小明夫妻留下来的胚胎，则成
为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
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
益。涉案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
既合乎人伦，亦可适度减轻其丧子失女
之痛。

此外，判决还认为这是一种特殊
利益保护。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
过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潜质，

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
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在小明夫
妻意外死亡后，其父母不但是世界
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而且
亦应当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
切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

判决书中还提出，至于南京鼓楼
医院在诉讼中提出，根据原卫生部的
相关规定，胚胎不能买卖、赠送和禁
止实施代孕，但并未否定权利人对胚
胎享有的相关权利，且这些规定是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医疗机构和人
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时的管理
规定，南京鼓楼医院不得基于部门规
章的行政管理规定对抗当事人基于私
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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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就餐属于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失独老人获子女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
无锡中院审结全国首例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

本报讯 王女士中午在公司食堂
就餐行走时不慎摔倒受伤，当地人社
部门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
决定。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员工在食堂就餐
视作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属于工伤。

现年 49 岁的王女士是众恒源照明
科技公司的员工。几年前，众恒源公
司与王女士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一直
未办理工伤保险。2013 年 2 月 1 日中
午，王女士在公司食堂用餐后行走时
不慎摔倒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左

桡骨远端骨折。同年 3 月，王女士向
启东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
认定为工伤。众恒源公司不服，认为
王女士受伤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
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规定的情形，遂向海门市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
定。

海门市法院审理认为，启东市人
社局具有作出工伤行政确认的法定职
责。原告与王女士签订劳动合同，双

方构成合法的劳动关系。工作场所通
常是指用人单位能够对从事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和职工
为完成某项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
的相关区域，食堂是生产经营的配套
设施，服务于生产经营，属于用人单

位管理。职工在食堂用午餐既是职
工生活必需，也是单位有效管理的
需要，故食堂也属于工作场所的范
围，吃饭是工作的合理延伸。本案
中，王女士在食堂摔倒属于意外事
故，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故被告
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维持被告作
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众恒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张美芳 顾建兵）

就餐时摔伤被认定工伤 用工单位不服诉人社局

法院认定符合工伤条件驳回原告诉求

“以往法律法规对工作时间、工作
场所和工作原因的规定均比较原则，具
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较高的适应性，能
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需求，但又由于
比较原则容易产生分歧，容易导致认定
标准不统一。从今年9月1日起开始施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第
（四） 项明确规定：与履行工作职责相
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

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该案二审审判长刘羽梅介绍，对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职责不能完全

囿于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作狭隘的理
解，应根据具体案情，从立法精神出发作
出正确的判断。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用
餐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是从事

劳动工作的前提条件，与劳动者的正常
工作密不可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就本案而言，王女士受伤是在单位的食
堂内，在公司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

属于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王女士在
午餐时间受伤，虽不在从事本职工作
过程中，不属于直接的履行工作职责，
但其在食堂用餐的行为与工作有间接
的关系，也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工作职
责。故启东市人社局从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所作的工伤认定
决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
神，众恒源公司认为被告认定事实错
误、适用法律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报讯 有妇之夫欺骗未婚女子发
生性关系，受伤害女子以该男子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她的贞操权和健康权为由诉
至法院。近日，上海首例侵犯贞操权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李先生应向陈小姐书面赔礼道歉
（内容须经法院审查），并赔偿陈小姐精
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2009 年，时年 30 岁的陈小姐通过
世纪佳缘交友网站认识了李先生，之后
几年仅是维持普通朋友关系。从 2013
年 9 月开始，陈小姐与李先生频繁约
会，双方感情急剧升温，在微信联系中
亲昵的互称“老公”、“老婆”。李先生
以各种方式热烈地追求陈小姐，致使陈
小姐认为李先生是一个处于单身状态，
无人照顾的单身汉。不久，李先生称为
了让陈小姐去新加坡提前熟悉他的事
业，共同到了新加坡考察，期间双方发
生了性关系，李先生并承诺会给陈小姐
一个惊天动地的求婚。之后，双方多次
发生性关系。

2013 年 12 月开始，陈小姐与李先

生的关系开始疏远，李先生表示要中断
两人的恋爱关系。2014年2月3日，陈
小姐由于无法联系到李先生便撬门进入
位于金桥的李先生家，正好撞到李先生
及其妻子从斯里兰卡度假归来，后李先
生的妻子告诉她，他俩已在2013年1月
结婚，以前李先生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此时，陈小姐才如梦初醒。

2014 年 3 月 26 日，受到情感伤害

的陈小姐以李先生采取欺骗手段侵犯其
贞操权和健康权为由向浦东新区法院提
起诉讼。

法庭上，陈小姐诉说，自己是大
龄女青年，对待感情非常谨慎，很认
真地付出了感情。他俩在交往中，李
先生一直谎称自己未婚，多次要求其
做女朋友，对其以老婆相称，也要求
其称他为老公以表达娶其为妻的愿

望，并采取各种方式骗取自己的感
情，直到李先生隐瞒已婚事实被揭
穿。可见，李先生的行为严重侵犯
自己的贞操权和健康权。现起诉要
求判令李先生书面赔礼道歉，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 50 万元、治疗妇科
病的医疗费1540.60元。

李先生的委托代理人辩解，陈小
姐所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认
可。李先生确实追求过陈小姐，但是
双方未建立恋爱关系，也没有发生性
关系。

在审理中，法院要求李先生本人
亲自到庭陈述相关事实，但其未出
庭。

（富心振）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阮 莹） 为套取法院拍卖款项，
原企业老总伪造工资欠条等各种证据
材料并指使他人进行虚假诉讼，最终
东窗事发，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帮
他“渡难关”的朋友。9 月 11 日下
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徐某等7人涉嫌虚假诉
讼案，当庭以妨害作证罪判处徐某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以帮助伪造证
据罪判处苏子某等六被告人九个月至
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因 经 营 不 善 亏 损 严 重 ， 2009
年，徐某经营的冶铸耐火材料厂厂房
被法院司法拍卖。2010 年期间，为
套取拍卖款项，徐某想方设法，试图
虚假诉讼。原企业员工苏子某受徐某
指使，说服黄某一家5人冒充企业工
人。黄某因曾租用过徐某的厂房，不
好意思回绝。徐某还指使原企业出纳
苏如某伪造包括黄某等5人在内的10
人的工资欠条。同时徐某伪造了起诉
状、授权委托书等，指使原企业驾驶
员徐昌某诉至椒江法院。徐昌某明知
是虚假诉讼仍担任了该十人民事诉讼
的委托代理人。2010年6月，黄某等
人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因法院起疑，
第二次开庭黄某等人意识到犯错没有
参加，后案件被裁定撤诉处理。

金某和周某曾分别借给徐某 16
万和 13 万元，徐某说服两人，伪造
了欠金某46万元、欠周某33万元的
欠条和起诉状等，指使两人诉至法
院。2010年3月，第一次庭审达成调
解，二人分别从法院扣留的拍卖款中
领回46万元和33万元。后两人将多
拿的钱还给徐某。

苏子某还受徐某指使，说服亲戚
邬某、朱某帮助徐某虚假诉讼。

经举报，椒江区检察院发现徐某
等人涉嫌虚假诉讼，2013年7月移送
至公安机关查办。8月30日，徐某主
动投案，此后其他嫌疑人陆续投案。

本报讯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寺
坡镇的一次演出活动引发悲剧，一名男
观众被女演员意外摔伤，致高位截瘫后
死亡。9月16日，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鄢某
有期徒刑四年，赔偿受害人亲属各项损
失42729.96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晚，被告人鄢某
随团在西寺坡镇前进村表演节目，演员
欢迎观众上台与演员互动。在鄢某抱着
另一名女演员（小燕）的腰部表演转圈
时，台下的小六子（化名，男，殁年21岁）
忍不住上台要与两名女演员玩转圈，后
鄢某失手，小燕摔倒了，小六子随之落
地，小燕坐到躺着的小六子身上嬉戏，鄢
某看见也跟着坐在小六子身上。然而，
两个女演员坐了一会儿才发现小六子不
动了，后经治疗无效死亡。法医鉴定，
小六子系外力作用造成颈部脊髓严重损
伤致高位截瘫，出现瘫痪而死亡。

法院认为，鄢某因疏忽大意将被害
人小六子碰倒，致使小六子受重伤，经
医治无效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
亡罪。 （曹 杰 王 鹏）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
员 刘耀强） 9月16日，河南省安阳
市原市委书记张笑东受贿案，在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

庭审中，检察机关指控了 36 起
犯罪事实，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张笑东
在安阳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收受多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2123万元、美元1万元，为他人在工
程建设、工作调动、职务调整等方面
谋取利益。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张笑东利
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为他
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
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审判长主持下，法庭就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张笑东犯受贿罪的犯罪事
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在法庭辩论阶
段，控辩双方就定罪、量刑的事实、
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分别发表了公
诉意见和辩护意见。法庭辩论结束
后，被告人张笑东作了最后陈述，对
自己没有抵制住腐败的侵蚀深深地自
责，认为愧对组织多年的培养，表示
今后一定好好改造，悔过自新。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互动致观众死亡
女演员获刑四年

有妇之夫欺骗未婚女子发生性关系

上海首例侵犯贞操权案原告获赔3万

法院审理后认为，所谓贞操是指
男女性纯洁的良好品行，其主要表现
为性的不可侵犯性，以使民事主体保
持自己性的纯洁性。而贞操权作为一
种独立的以人的性自由、性安全、性
纯洁为特定内容的人格权，应当由法
律予以保护。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而侵害贞操权可能会导致受害人身
体、健康、自由和名誉等方面的损害，
上述损害在行为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应
当予以赔偿。

本案中，被告隐瞒了已婚的事实，
并以结婚为目的与原告交往，诱使原告
与其发生性关系，显然已侵犯原告的贞

操权。现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
予以支持。然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 50 万元过高，法院根据本
案事实酌定为3万元。

鉴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
支出的医疗费与被告侵害行为存在因
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就此赔偿的
诉请，不予支持。当然，在审理本案
中，法院要求被告亲自到庭陈述相关
案件事实而被告予以拒绝，其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8日（总第6102期）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鸣寺支行与南京福运润奇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南京润奇船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申请执行一案，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南京润奇船舶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润奇趸 1”号轮。因在拍卖程序中流拍，
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年 9月 23日上午 10时在武汉海事法院对

“润奇趸 1”号轮进行公开变卖。凡愿参加竞买者，须在 2014年 9
月22日17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该委员会地址:武
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6 号；联系人:鄢坤；联系电话:027－
68857653），并缴纳人民币15万元竞买保证金，同时须交验本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它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代理人的授
权委托书。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荣成市和兴船业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汇达海运有限公司
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
青海法海商初字第 1096 号民事调解书，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立
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在山东省威海市石岛码头查封、
扣押被执行人黑龙江省汇达海运有限公司所属“东方汇达”
轮。申请执行人荣成市和兴船业有限公司向本院递交拍卖上述
船舶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作出（2013）青海法执字
第 136 号执行裁定书，准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成立“东方汇
达”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法
庭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需买船者可于 2014年 10月 13日 16
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及保证金参加。联系人：王春
浩 0532-55786436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 3号。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4年 8月 29日作出（2014）九
破（预）字第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九江赤湖国际皮
革工业城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
（原江西杨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后
的六十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泰山路 1号中星商务大厦 19楼，邮编 332000，联系人：
黎凌，联系电话：13907927158，传真：0792-8235836-199），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4年

11月 19日上午 9时在江西省九江县人民法院召开。望债权人准
时参加。 [江西]九江县人民法院

九江赤湖国际皮革工业城有限公司：本院于 2014年 8月 29
日裁定受理缪泽荣、潘西华、郭建军、汤善云申请你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原江西杨西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异议回复函、受理破产申请的民
事裁定书、通知书和每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的公告。你公司应
在收到民事裁定书和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如拒绝提交将依法承担责任。

[江西]九江县人民法院
根据宁夏银川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

经宁夏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人第八次会议研究，经我院同
意，决定对宁夏银川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由宁
夏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人负责该公司的破产清算工作。该
公司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宁夏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
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出席会议债权人应向管理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
份证明或者授权委托书。申请债权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
北街640号，联系人：王培成，联系电话：13995074277。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华夏星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蔡允、吴腾辉：本院受
理熊师与你方其他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深宝
法民一执加字第6号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4年12月19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华夏星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蔡允、吴腾辉：本院受

理陈伟凡与你方其他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深
宝法民一执加字第7号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4年12月19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伍珠桂：本院受理原告黄新同诉你其他执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湛雷法民一执加字第6号追加被执行人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整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雷州市人民法院

罗勋益、陈金水、李田新、严承良、姚尹洪、李相彬、罗利生、
吴洪业、欧元明、张爱军、王强加、孙善松：关于连南瑶族自治县
大麦山镇人民政府诉你们无因管理纠纷一案，本院（2013）清南
法民一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叶青仙：本院受理贾淑珍、刘福民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

（2012）朝双民五初字第00472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3）朝双执字第 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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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楠、王志茹：本院受理朝阳市双塔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
请执行你们公证债权文书（2014）朝世证经字第2207号公证书一
案，依法委托朝阳鼎信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们所有的辽
NB364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和辽ND338挂重型仓栏半挂车
一辆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朝鼎中法【2014】第034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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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
将依法公开拍卖。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张锁、张彩丽：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鄂尔多斯市融信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执行白旭、张锁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送
达我院作出的（2011）鄂中法执字第121-9号执行裁定书及鄂尔
多斯市九鼎价格评估公司作出的鄂九估字（2014）0139号价格评
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第3日
内到我院选定拍卖机构。我院将依法对将被执行人张锁所有的
位于东胜区杭南路 12 号街坊 1 号楼 3 单元 302 室（产权证号：
20882）及张彩丽所有的位于东胜区团结路5号街坊6号楼1单元
201室（产权证号：061385）的房屋进行拍卖。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承应置业有限公司、杨建、敖大捷：本院依据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2014）金牛民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8
月20日立案受理四川省宇田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金牛执字第
153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曾毅：本院受理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双路支行申

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2月6日向你公
告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恒通房地产评
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你名下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银河北街1号6
栋1单元1层14号房屋予以评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该房屋的评估报告（评估总价值为500017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在60日内你未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对
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钱卫国、廖国芳：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你二人其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将你二人所有的办公用房予以评估，现已由四
川高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作出评估报告，成都市天府新区华
阳镇华府大道一段 2 号 2 栋 6 层 603 号、604 号、605 号、606 号
评估价分别为 25 万元、22 万元、25 万元、26 万元。因你二人下
落不明，本院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评估报告。如你二人
对本次评估结果有异议，限你们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5 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即视为无异议。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孔德全、舒成英：申请执行人沈建清、凌涛、何留琼等人申
请执行你们合伙协议、民间借贷纠纷等案，本院依法成都精至
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们坐落在崇州市崇阳镇崇庆
中路 122-124号 1-3层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成精房评〔2014〕
报字第 07-0011号估价报告，评估总价为 100.9万元。现予以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
议。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

泰兴市恒隆服饰有限公司、印军林、张静萍：本会受理申请
人泰兴市兴源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经邮
递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员选定书、证据副本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反请求、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泰州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宁波天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灵祥、徐定卫、朱等严、
张敏、马仁涛、李名章：徐秀龙申请宁波天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本院已于2014年9月5日作出终结宁波天汉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2014）浙甬商清（算）字
第1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自即日起生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4月 24日指定浙江中英
律师事务所担任申请人阮青方与被申请人台州市黄岩恒一模
具厂（普通合伙）、蔡峰公司清算一案的清算人（2014）台黄商清
（算）字第 1 号，浙江中英律师事务所现已成立清算组。依法律
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以书面形式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并提供债权数额及担保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通讯地
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南路 106 号（浙江中英律师事务
所），联系电话：0576-84222610（陈乾律师）。

台州市黄岩恒一模具厂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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