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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气枪铅弹之刑责考量
今 日 聚 焦
◇ 蒋 林 孙红涛

●

【不同观点】
对于被告人戴某非法持有枪支罪的
定罪量刑没有任何争议。本案的争议焦
点是，对其以海外代购方式走私气枪铅
弹 1625 发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量刑。
第一种观点认为，气枪铅弹属于非
军 用 子 弹 ， 戴 某 走 私 气 枪 铅 弹 1625
发，构成走私弹药罪，且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走
私解释》） 的规定，走私非军用子弹
1000 发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
当判处戴某无期徒刑或死刑；枪支弹药
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涉及枪支弹药的犯
罪，历来是我国公安司法机关打击的重
点。对于从境外走私枪支弹药的行为更
是不能姑息。鉴于戴某走私铅弹的行为
并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可对其
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戴某走私气枪铅
弹的行为虽然构成走私弹药罪，但气枪
铅弹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毕竟不同于一般
非军用子弹，其量刑标准也应该区别于
一般非军用子弹。2009 年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
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枪
弹解释》） 中已经明确将气枪铅弹与一
般非军用子弹的量刑标准予以区别，并
且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气枪铅弹在量
刑的数量要求上是 5 倍于一般非军用子
弹的。虽然 《枪弹解释》 与 《走私解
释》 所针对的罪名不同，但是从保持刑
法解释协调性的角度，应当统一量刑标
准。《枪弹解释》 颁行 晚于 《走 私 解
释》，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枪
弹解释》 确立的气枪铅弹在量刑的数量
要求上 5 倍于一般非军用子弹的量刑标
准，可以作为走私弹药罪量刑的参考。
且考虑到戴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
较小，走私物品案值不大，未造成严重
后果，对戴某应当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关于“情节较轻”之规定，在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析 疑 断 案

2007 年，被告人戴某对气枪产
生较大兴趣，后非法取得 CP88 高压
气手枪 1 支及相关气枪配件，
藏匿于
家中。2010 年，戴某认为气手枪威
力小，欲获取高压气步枪，遂非法取
得国产秃鹰气步枪的配件 1 套和气
枪弹，并将枪弹和用气步枪配件组
装成的气步枪 1 支均藏匿于家中。
2012年5月，
戴某在某网站上找
到海外代购商程某，
以 710 元的价格
从国外非法购入气枪铅弹 10 盒共计

【法官回应】

岳某是郑某的独生子，
长期居住在
国外，
郑某居住在国内岳某名下的唯一
住房内。2013年1月，
李某与岳某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李某购买岳某的该
处房屋，
成交价为178万元。双方同时
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
由于该房目前
由岳某的母亲郑某居住，
过户后半年如
果郑某不合作腾房，
李某有权起诉要求
郑某腾退房屋。此后李某依约支付了房
款，
2013年5月，
李某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书。但郑某并不知晓其子岳某与李某买
卖房屋之事。同年 10 月，李某诉至法
院，
要求郑某排除妨害，
腾退房屋。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取得房屋所
有权的李某能否要求居住人郑某腾退
房屋。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有权要
求郑某腾退房屋，因为李某已经取得
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得以请求他人排

释，但是对刑法概念进行解释，最基础
的方法是文义解释。文义解释的基本原
则有三个：一是在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
以内；
二是不超过国民预测的可能性；
三
是具有处罚必要性。从前述辞海定义来
看，弹药的核心含义有三个：第一，在功
能上具有杀伤力；
第二，
在结构上包括弹
头、弹壳、火药、炸药或者其他装填物；
第
三，可以借助武器或其他运载工具发射
至目标区域。气枪铅弹无疑具有杀伤
力，在结构上有弹头，尾部有部分弹
壳，可以借助气枪等武器发射至目标区
域，但是没有火药、炸药或者其他装填
物。它与很多非军用子弹特别是一些运
动用弹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将其认定为
非军用子弹并不会超出国民预测的可能
性；且我国海关对于各类枪支弹药的走
私行为都是严厉禁止的，走私气枪铅弹
的行为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制度和弹药
的监管秩序造成了侵害，从保护法益的
角度，对之进行处罚具有必要性。同
时，将气枪铅弹视为弹药，也得到了最
高法院其他罪名司法解释的认可。如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 《枪弹解释》，将
气枪铅弹作为非军用子弹的一种予以列
举，间接明确了气枪铅弹的法律性质。
2.走私气枪铅弹如何量刑
倘若机械地理解 《走私解释》 的规
定，将本案被告人戴某走私之气枪铅弹
视为一般非军用子弹，戴某将被判处无
期徒刑或死刑，这显然有违实质正义的
精神。

首先，
刑罚必须与犯罪相适应，
这是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如前所
述，气枪铅弹虽可借助气枪等武器可发
射至目标区域，具有一定杀伤力，但没
有火药、炸药等装填物，因此杀伤力有
限。从立法精神上考量，走私武器、弹
药罪虽然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的进
出口贸易制度和国家对武器、弹药的监
管秩序，但本质上是国家出于对公共安
全的考虑以及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而
禁止武器、弹药的流通。无论走私气枪
铅弹还是其他非军用子弹都侵犯了法
益。既然气枪铅弹危害程度显著小于
一般的非军用子弹，那么，在对法益的
侵害程度上，气枪铅弹显然小于一般非
军用子弹。因此，量刑标准应与一般非
军用子弹有所区别。
其次，将气枪铅弹在量刑的数量标
准上区别于一般非军用子弹，是保持刑
法解释协调性的需要。我们以走私弹药
罪与其他以弹药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作对
比。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犯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弹药
罪，情节严重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依 《枪弹
解释》 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邮寄、储存普通非军用子弹 500 发，气
枪铅弹 2500 发，方能达到情节严重的
标准。《枪弹解释》明确将气枪铅弹作为
非军用子弹的一种予以列举，但是定罪
量刑的数量要求是军用子弹的 50 倍，是
一般非军用子弹的 5 倍。盗窃、抢夺弹

药量刑标准也体现类似精神，均按照
气枪铅弹是一般非军用子弹数量的 5
倍标准予以认定。走私弹药罪与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存储弹药罪以
及盗窃、抢夺弹药罪等罪的犯罪对象
相同，量刑标准却如此不同。从保持
刑法解释协调性的角度，应当将走私
弹药罪与前述罪名的量刑标准统一起
来。
《走私解释》颁布于 2000 年，
《枪
弹解释》颁布于 2009 年，虽然两司法
解释针对的具体罪名不一样，但是犯
罪对象都是弹药。
《枪弹解释》体现出
最高法院对于“弹药”的最新注解，其
对气枪铅弹与其他非军用子弹的差异
化评价，相对于《走私解释》更能反映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根据实质解
释的立场，
遵循体系解释的方法，
笔者
认为，
《枪弹解释》确立的气枪铅弹在
量刑的数量要求上 5 倍于一般非军用
子弹的量刑标准，可以作为走私弹药
罪量刑的参考。依此标准，戴某走私
铅弹 1625 发可以折算为一般非军用
子弹 325 发。按照《走私解释》走私非
军用子弹 100 发以上不满 500 发，属于
“情节较轻”
，可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3.气枪铅弹的数量并非判定走私
行为情节轻重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
严重社会危害性,认定犯罪情节轻重
与否，要以犯罪本质为指导。就走私
弹药罪而言，弹药的种类和数量固然
能够直接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
度，但它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还要
综合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主观恶
性、行为的方法、是否造成了危害结
果，情节是否恶劣、走私物品的案
值、用途等，在量刑上做到区别对
待。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出于兴趣爱
好的动机走私气枪铅弹，并非为了实
施其他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
性较小，走私物品案值也不大，且未
造成任何其他严重后果，显然，其社
会危害性不致达到被判处无期徒刑或
死刑的程度。综合评价，戴某走私行
为，可以认定为走私弹药罪中的“情
节较轻”
，法院裁判结果是适当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居住权益可对抗房屋所有人排除妨害请求权

◇ 史智军
【案情】

1625 发。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
戴某
还多次在网上购买了各类气枪配件。
后戴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其非法持有
的气枪、气枪配件以及海外代购的气
枪铅弹也被当场查获。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构成走私弹药罪，且情节特别
严重，应判处其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戴某走私气枪铅弹 1625 发，

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弹药罪，且情节较
轻；戴某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
的非军用枪支 2 支，其行为又构成非
法持有枪支罪。所犯数罪，依法应予
并罚。以走私弹药罪判处戴某有期徒
刑四年，并处罚金 2 万元；以非法持
有枪支罪判处戴某有期徒刑二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 。 宣 判 后 ，戴 某 不 服 ，提 出 上
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走私气枪铅弹量刑应遵从罪刑相适应原则

1.气枪铅弹的法律性质分析
2000 年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走 私 解
释》 将弹药分为军用子弹和非军用子弹
两类。走私军用子弹 100 发以上、非军
用子弹 1000 发以上即可认定“情节特
别严重”。但是该解释既没有对军用子
弹和非军用子弹做出明确定义，也没有
对常见军用子弹和非军用子弹做出列
举，仅在第一条第七款予以提示：刑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武器、
弹药”的种类，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口税则》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止进出境物品表》 的有关规定确定。”
《海关进口税则》 列举的弹药种类里面
没有气枪铅弹，《禁止进出境物品表》
仅在第一条“禁止进出境物品”中将
“各种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品”列为第
一项，并没有对弹药的种类做出规定或
列举，据此也无法直接判断气枪铅弹是
否为“弹药”
。
按照辞海的定义，弹药是指“含有
火药、炸药或其他装填物，爆炸后能对
目标起毁伤作用或完成其他战术任务的
军械用品，是武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
是借助武器 （或其他运载工具） 发射至
目标区域，完成既定战斗任务的最终手
段。它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枪榴
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鱼雷、
水雷、地雷、爆破筒、爆破药包等，以
及用于非军事目的的礼炮弹、警用弹和
狩猎、涉及运动的用弹”。虽然词典的
定义不同于刑法学对于刑法概念的解

●

【案情回放】

除妨害。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无权
要求郑某腾退房屋，因为郑某基于特
定身份关系取得的居住权益可以对抗
李某腾退房屋的请求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理由如下：
1.郑某对涉诉房屋拥有居住权益
关于居住权，我国理论界和实务
界均有不少探讨，
我国的《
〈物权法〉草
案》四次审议稿中，
也曾有过“居住权”
的条文，在该草案中，
此一权利被界定
为：因各种原因为家庭成员以外的人
设立的长期居住的权利，并不适用婚
姻家庭、租赁所产生的居住关系。虽
然最终正式颁布的物权法并未确立该
项权利，但实践中，
基于各种特定的法
律关系而产生的居住权益已普遍存
在。居住权概念起源于罗马法，最初
即是作为生活保障的制度设计而存
在，发挥着抚养、救助的功能。此一制
度也被其他多个国家采用，比如瑞士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吴必超：本院受理原告郭建新与被告吴必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 （保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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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其
中，民事裁定书应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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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七日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楼二楼民
事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赖勇光、林康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市分行诉被告赖勇光、林康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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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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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 202 室。逾期将依法作出判决。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海南倡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明才诉被
告你司、吴乾春、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溪村委会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申请垫资的
工程款 254865 元。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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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上
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青苹果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河北安普新能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胜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中都有关于居住
权的规定。就其性质而言，居住权乃
是具有一定人身属性的物权之一种。
虽然我国目前法律层面的规范没有明
确居住权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些特定
的自然人，依然设置了诸多保护其居
住权益的规范性条文。如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第十六条中明确：赡养人应当
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
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 离婚
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
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
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从上述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对于一些“特殊”的自然人，其本人对
于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可基于特定
的人身关系而享有一定的居住权益。
具体到本案，涉诉房屋虽然最初
登记在岳某名下，
但作为独生子，
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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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青苹果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河北安普新能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李红梅、郭文正：本院受理的原告邯郸市城商
典当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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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
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华大药业发展公司、李国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邯郸
市华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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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延） 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杨、苏州市子扬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方鑫莲：本院受
理史新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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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庭
第 1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李国华、金晶：本院受理李晓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2014） 苏中民辖终字第
00164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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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遇法
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巴城人民法庭 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在国内仅此一处房屋，而该房屋长期由
郑某居住使用，郑某名下也没有其他房
屋。郑某年事已高，涉诉房屋被出卖之
后，郑某又未从岳某处得到其他赡养场
所。从赡养义务的履行和公序良俗的法
律原则出发，当可认定岳某的母亲郑某
对于涉诉房屋具有居住使用的权益。
2.李某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过程中明
知存在腾退风险
作为房屋的买受人，李某在签订涉
诉房屋的买卖合同时，明知出卖人岳某
在国外居住，且涉诉房屋长期由郑某居
住使用，但为了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购买
该房屋，李某并未询问郑某是否还有其
他住房，亦未在看房的过程中明确告知
郑某房屋买卖的事实，而是在与岳某的
双务合同中约定了“起诉郑某”的条
款，因此，可以认定在购买涉诉房屋之
初，李某就已经明知房屋存在腾退的风
险，但依然签订了合同并办理了产权变
更登记，对于在此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风
险，李某应当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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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某的居住权益得以对抗李某腾
退房屋的请求权
普通的商品房买卖之中，对于已经
获得房屋产权的买受人而言，其基于物
权的排他性而得以请求房屋的非法占用
者“排除妨害”
，但此一权利的获得，应
当以买受人在此过程中的行为无瑕疵和
房屋占用人占用行为的“非法性”作为
前提。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物权的
排他性亦非绝对存在，我国法律规定中
的“买卖不破租赁”即是最明显的例
证。法律之所以在某种范围内对物权的
排他性作出一定限制，究其根本，是由
维护市场秩序稳定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
则衍生而出。
综上，本案中，虽然李某通过买卖
获得了房屋所有权，并与岳某在合同中
作出了“起诉郑某”的约定，但郑某基
于特定身份关系取得的居住性权益足以
对抗李某的腾退房屋的请求权。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

一 案 一 议

版

●

【案情】

钱某原系城镇居民，2003 年 5
月 6 日，其与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购买付某在农村的一处房屋。
合同约定购买价为5万元，
付某负责
将房产证、
土地证过户。合同签订
后，
钱某足额交纳了房款，
并将其户
口迁至付某所在村，但未实际居
住。2012年，
钱某诉至法院要求付
某办理过户手续。付某辩称，
钱某
属于
“空挂户”
，
不享有该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
故双方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
不能办理过户。

【评析】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人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
者特定身份相联系，非集体经济
组织人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中的买卖标的物不仅是房屋，
还包含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
由于农村宅基地具有极强的
福利和保障性质，且是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无偿取得的，因此，取
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应当限于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否则将会

“空挂户”不具有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王林林

刘

斌

扰乱现行的集体土地管理秩序和
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宅基地分
配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情况
下，开放宅基地交易，将影响社会
秩序和稳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的判断，应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
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
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
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
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
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钱某虽在与付某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后将户口迁入付某所在的
村，但并未在该村实际居住、生
产、生活，同时亦未与其他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形成较为固定并具有
延续性的联系，属于“空挂户”。
由于“空挂户”仅迁入了户口，根
本或长期不在该村居住、生产、生
活，且其生存依赖并非该村集体
土地，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也不会形成较为固定并具有延续
性的联系，如果对该类人按该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待，会严重侵
害该村真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生存权益。因此，在确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应当明
确对此类人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予以排除。
本案中，钱某虽将户口迁入
村中，但其并不在该村居住，其生
存保障和就业渠道不依赖于该村
集体所有的土地，与集体经济组
织无任何缘系，故不能认定钱某
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因此，他与付某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其要求
付某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诉
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法院最
终驳回了钱某的诉讼请求。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
中级人民法院）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 税、森林植被恢复费及罚款、工程款 （含民工工资）。除上述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欠费外，标的可能还存在委托人与拍卖人未查明的其他隐性费
裁判。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用，竞买人应于拍卖前对标的所有情况自行详细调查。除上述
太原市鑫捷物资有限公司、山西德仁物贸有限公司、太原 所欠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工程款 （含民工工资） 以外，标的
盛德威物资有限公司、太原市晋北物资有限公司、山西华昆贸 拍卖成交后其他的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所有补办证
易有限公司、管丽杰、刘洪江：本院受理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件、补缴费用手续均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成交并结清上述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5日（总第6109期）
司太原兴华街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14 并民初 所欠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工程款 （含民工工资） 后，买受人
江苏立思特实业有限公司、岳新、季雪琴、江阴市新辉机 字第 0048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方可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权证过户手续。其中的森林植被恢复
械有限公司、常州思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艾斯派尔电气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费 199 万元及罚款 （金额不详） 由买受人承担 （参见资林函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艾斯派尔衡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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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71 号文件），不包含在拍卖成交价款中。标的即日起进行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 展示、接受咨询，标的按带瑕疵的现状进行拍卖，标的瑕疵见
《竞买须知》《竞买协议》 等文件。有意者请于 10 月 8 日下午 4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顺延） 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时前携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来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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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安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手 续 （未 成 交 保 证 金 全 额 无 息 退 还）。 联 系 人 ： 金 经 理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15 分 （遇
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15074992168 0731-84411166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长沙市政府采购办：0731-84455355。
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李海胜、朱海娟：本院受理徐玲玲诉山东亨得利精益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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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受理了原告青岛百事恒业实业有
眼镜有限公司、江苏省大丰港置业有限公司、李海卫、你们、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限公司诉被告青岛海鲨游艇旅游有限公司、青岛华美顿游艇
陈广龙、徐春梅、朱文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延） 在本院店塔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租赁有限公司、青岛华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田新、曲梅船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
舶抵押合同纠纷二案，已依法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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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青岛华美顿游艇租赁有限公司所属的现停泊于青岛港的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5 年 1 月 6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 10 时在长 “灰鲸”游艇予以扣押。因船舶扣押期间已经届满，被告至今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沙市城南中路 290 号矿物珠宝市场前栋三楼本公司拍卖厅对 未提供担保，且该轮已不宜继续扣押，根据原告的申请，本
判。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海防：本院受理泰州众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你票据 “中天行”公司集资诈骗案涉案资产郴州资兴松林脚岛土地使 院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作出 （2014） 青海法海商初字第 670、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用权及岛上建筑物进行公开拍卖。标的为带瑕疵资产，资料严 671-3 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强制拍卖“灰鲸”游艇。现已成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重遗失 （有土地使用权证）。标的具体位于郴州资兴市东江湖 立“灰鲸”游艇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 1000 时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白廊景区，全岛面积 298.65 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45 年 在本院对”灰鲸”游艇进行拍卖；凡愿参加竞买者，可于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8 月 23 日，使用面积 199109.95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上用途为 2014 年 11 月 10 日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进行登记。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开 餐饮旅馆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目前，建筑物为停建的 登记时应交验本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身份
在建工程状态，受损严重，道路杂草丛生，水泥路面开裂，不 证明书和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并交纳 50 万元人民币的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具备向社会开放条件。该宗地处于国家级风景保护区内，因国 竞买保证金。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山东锦泰莱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泰州艾格服饰有 家政策调整，自 2011 年后，该宗地的规划用途和规划要点已发 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限公司诉你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生变化 （根据最新文件，该地块性质为风景观赏用地），用地 拍卖中受偿的权利。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 3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通 已受到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条例》《东江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号 。 拍 卖 委 员 会 联 系 人 ： 李 华 、 徐 文 文 。 电 话 ： 0532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总体规划 2011-2030》、《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 等诸 55786563，传真：0532-55786550。
青岛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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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文件的限制。标的已知欠缴以下税、费：土地出让金、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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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