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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泌阳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张某盗窃、非法侵
入住宅、强奸一案，依法判处张某犯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非
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零
六个月。

2013年 3月至 5月，张某与女友
邵某分手后，为了报复邵某，先后盗
窃及破坏其前女友邵某的财物达
13847 元。 5 月，张某持刀威胁邵
某，强行与邵某发生性关系，随后采
取将邵某锁在家中的方法限制其人身

自由，期间多次强行与其发生性关
系。后泌阳县公安局民警在张某家将
邵某解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在与
被害人邵某恋爱期间，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秘密将被害人金项链等首饰盗
取后卖掉，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后
采用锯断被害人住宅防盗窗的方法非
法侵入被害人住宅，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最后张某将被害人锁
在家中，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被告
人违背被害人意志多次与其发生性关
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遂作出以
上判决。 （陈 浩）

分手后疯狂“纠缠”触犯三罪被判刑

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
P2P网络借贷行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
猛，各种P2P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
出现，成为民间借贷的网络版。本案主
审法官、黄浦区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沈澜
指出，本案中P2P平台虽然通过无偿受
让债权，保障了众多出借人的利益，但
从案件的审理来看，P2P网贷行业所隐
含的各种法律风险仍然值得关注。

沈澜说，由于目前对P2P行业的监
管主体尚不明确，使P2P平台这一金融
模式游离于国家金融体制的监管之外，
处于一种监管真空的状态，一旦平台运
营模式不当极易踩到非法集资与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的红线。

同时，一些P2P网贷平台为吸引出
借人进行投资，通过一系列资本保障计
划，降低出借人的资金风险，但由于不
少借款人及保证人信息不完善，致使被
告下落不明，而且因缺少担保财产，此
类案件的执行也存在困难。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100%本金保障
计划与风险资金池等制度设计，还在一
定程度上增大了P2P平台的运营风险。
一旦网站坏账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轻

者将会导致网贷平台关闭，出借人血本
无归，重者将会波及国家的金融体系。

针对当前P2P网络借贷行业存在的
法律风险，沈澜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
明确P2P网贷平台的法律性质。民间借
贷是一国资本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理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
规定。考虑到P2P网贷平台已在我国金
融市场形成一定规模的现实，应制定相
应的法律规范明确P2P网贷平台的法律

地位及运营规则。二是建立P2P网贷平
台之间的征信合作体系。应明确规定只
有通过了信用评级的借款人才能进入
P2P网贷平台，同时可在P2P行业内进
行征信系统的合作， 实现客户信用资
料共享，建立征信合作体系，避免了信
用不佳的借款人所带来的风险。三是构
建客户、网贷平台与保险公司的三方合
作平台。可倡导由网贷平台、客户与保
险公司进行保险业务的合作，建立三方
合作平台。如放贷人在向借款人放贷
前，可向保险公司购买一份商业保险，
防止借款人违约。而一旦借款人违约，
保险公司可在向出借人理赔后，对借款
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进行追偿。

P2P平台80名出借人起诉“老赖”获支持

沪上首例网络平台贷款催收案宣判

本报讯 在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撮
合下，80名出借人与李某达成 50万元
的借款协议，但此后李某并未按期还
款。为此，众多出借人将各自的债权转
让给P2P平台，由网站集中向法院起诉
维权。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
沪上P2P行业催收第一案作出判决，李
某应归还借款本金 42 万余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李某的担保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点荣公司是一家提供借贷居间服务

网络平台的企业，公司建有一个专业的
P2P网络借贷网站。通过该网站，不同
的出借方可将各自小额闲散资金聚集在
一起出借给资金需求方从而获得投资收
益。

2013 年 7 月，李某在该网站与 80
位投资者达成借款协议，约定这 80 人
共计向李某出借资金 50 万元，借款期
限 1 年，利息为年利率 21.99％，还款
方式为每月等额本息。协议还对逾期还
款的罚息和违约金进行了约定。吴某和
上海清川塑胶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承诺
对李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
时，协议还约定，在必要时全体出借人
一致同意将债权无偿转让给点荣公司，
由该公司统一向借款人追索。

此后，80 位投资者通过网站向李
某放款 50 万元。然而，在支付了两个

月的本息后，李某就再也没有履行还款
义务。点荣公司为此多次派人向李某追
索余款，但李某和其担保人均避而不
见。80 位投资者于是将各自的债权转
让给P2P平台集中起诉。点荣公司遂将
李某和吴某、清川塑胶公司一同告上法
庭，要求支付本金 42 万余元及利息、
罚息、违约金等。

由于李某和吴某、清川塑胶公司均
未到庭应诉，法庭缺席审理了本案，对
点荣公司提供的证据进行核对确认。法院
审理后认为，全体出借人与李某通过涉案
网站达成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借贷双方
均应严格履行。现李某仅履行两期还款
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清偿本金、偿付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赔偿律师费之责
任。鉴于全体借款人已将系争债权转让
给点荣公司，故被告李某应向点荣公司

承担上述责任。而被告吴某和上海清川
塑胶公司作为保证人并未按约主动承担
保证责任，也应对李某的上述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汤峥鸣）

P2P 借贷是 peer to peer lending
的缩写，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
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商业模
型，其正式中文翻译为人人贷。而P2P网
络借贷即来源于P2P借贷，是其网络操
作版本，指个人通过网络第三方平台的
撮合向他人提供小额借贷的商业模式。

警惕P2P网络借贷风险

P2P网络借贷

■名词解释■

■连线法官■

本报讯 法庭上，原告拒不陈述诉
讼请求及理由，并以曾经被法院司法拘
留过，要求包括院长在内的全体人员回
避。近日，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
院对这起行政诉讼案件作出裁定，原告
这种行为视同自动放弃诉讼权利，按撤
诉处理。

今年6月17日，原告蔡某不服被告
南通市规划局作出的规划行政许可，向
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规划
许可。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及第
三人南通市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均到庭
应诉，蔡某以其曾被港闸法院司法拘留
过，可能会遭受不公正审理为由，要求
包括院长在内的全体人员回避。

对此，法院查明，蔡某于去年 10
月 16 日去港闸法院旁听一起案件时未
经安检，强行通过安检区进入审判区，
在工作人员劝解时辱骂工作人员，致使
安检区秩序混乱，严重影响法院正常的
工作秩序，被司法拘留5日。因蔡某提
出的申请回避的理由不符合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回避条件，法院当庭决定驳回其
回避申请。蔡某不服，提出复议申请。

审判长告知，根据法律规定复议决定将
由法院在3日内作出，但复议期间被申
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
遂宣布继续进行法庭审理。

在法庭陈述行政争议阶段，审判长
要求蔡某陈述其诉讼请求和理由，但其
仍继续纠缠于回避问题。期间，蔡某又
以其已向南通中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为由
拒绝港闸法院开庭审理，要求南通中院
作出书面裁定。审判长向其解释，管辖
权异议应当向受理法院提出，并多次提
醒蔡某庭审已进入陈述行政争议阶段，
要求其向法庭陈述诉讼请求和理由，但
蔡某仍拒绝陈述。

与此同时，旁听席上多名旁听人员
与蔡某遥相呼应，借机哄闹法庭。在此
情形下，审判长对原告多次劝解并进行
了口头训诫，但其仍然坚持己见，致使
庭审无法正常进行。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任何当事人
都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
序，庭审中听从法庭的统一指挥，否则
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或不利的后果。原
告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依法受理后，其

即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依法享有原告
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承担原告的诉讼义
务。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原告拒不陈述

其诉讼请求及理由，致使庭审活动无法
正常进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
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
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
本案中，蔡某的言行以明示的方式拒绝
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和裁判，无异于自动
退庭，应视为其自动放弃自己的诉讼权
利，因此对其按撤诉处理。

（王小燕 古 林）

拒不陈述诉讼请求 无理阻挠庭审活动

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裁定按撤诉处理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原
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可以按撤诉处理。”

港闸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该案
承办法官徐建云介绍说，当事人在诉讼
活动中除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
不得滥用诉权，遵守诉讼秩序、遵守法庭
纪律，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
调解书，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本案中，
原告虽然客观上到庭参加诉讼活动，在
庭审活动中没有离开法庭，也没有明确

表示撤回起诉的意思，但蔡某作为诉讼
原告拒不履行在法庭上陈述诉讼主张及
案件事实和理由的义务，违背了诉讼法
理上的直接言词原则，即原告有义务向
法庭陈述诉讼主张及事实和理由，否则
不产生诉讼法上“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效
力，且以种种借口阻挠法庭庭审活动正
常进行，故应当视同其放弃自己的诉讼
主张，需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庭审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
重要活动。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所有参
与者都必须自觉地遵守法庭纪律，否则
会被追究相应责任。”徐建云提醒道。

拒向法庭陈述视同放弃诉讼主张

本报讯 （记者 孙剑博 通讯
员 崔立新 王 峰） 9月25日，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一起婚姻登记行政案件，最
终以白某起诉超过5年最长起诉期限
为由，当庭宣判驳回白某的上诉，
维持原裁定。通过本案的审理，厘
清了婚姻登记行政案件起诉期限及
当事人如何寻求司法救济途径等问
题。

2005 年 白 某 经 人 介 绍 与 “ 杨
某”相识。2006 年白某与“杨某”
共同前往西安市某区民政局进行结婚
登记，登记双方均签署了《申请结婚
登记声明书》，出示了身份证件。西
安市某区民政局根据婚姻登记规范，
查验了相关证件后，予以登记并颁发
结婚证。2013 年 10 月后白某与“杨
某”无法取得联系，2014年3月向公
安机关查询，公安机关出具证明，

“经全国公安网信息查询，杨某结婚

时所用身份证号码姓名不是杨某”。
白某遂认为西安市某区民政局在办理
结婚登记时未尽到审查职责，提起行
政诉讼，要求撤销结婚登记。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白某起诉是否
超过5年最长起诉期限？婚姻登记行
为从登记开始，当事人对其内容、后
果应是明知的，该行为即产生法律效
力，所以对于婚姻登记行为的相对
人，起诉期限应以登记之日为起算
点。因婚姻登记行为不涉及不动产，
提起诉讼的最长起诉期限是5年。本
案中，白某与“杨某”于 2006 年登
记结婚，白某于 2014 年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撤销该结婚登记，确已超过
5年最长起诉期限，故一、二审法院
驳回白某之起诉，是正确的。

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二审法院
同时为白某指明了救济途径，告知
白某可提起离婚诉讼，解决其婚姻
问题。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武陟县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拐卖儿童案，以拐卖儿童
罪分别判处张某、冯某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5000元。

张某和冯某均未到法定结婚年
龄，两人没有办理结婚证，只是按照
农村的习俗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

两人不务正业，有了一个女儿后仍好
吃懒做，只贪图享乐，于是打起了卖
孩子赚钱的歪主意。他们很快联系到

了“中间人”，并以 1.5 万元的价格狠
心将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卖掉，两人从
中获利 9500 元，张某和冯某很快将钱

财挥霍一空。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冯

某在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为谋取非法
利益，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他人，二被告
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且是共同
犯罪，遂依法判处上述刑罚。

（王莉莉 张小亮）

父母享乐贱卖女儿 构成犯罪判刑五年

要求撤销结婚登记 超过五年诉讼时效

西安一行政案件原告诉求被驳回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康平县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保健品刑
事诈骗案。马某、屈某等 10 名被告
人用假冒保健品针对中老年人群体实
施非法营销活动，被判处刑罚。

马某、屈某等十名被告人谎称是
大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马某
自称是该公司“部长”，其余人则冒
充公司员工，先后在康平县电影院、
法库县工人文化宫等地租用场地，谎
称进货价每块 90 元的“能量怀表”
具有保健功能和进货价每盒 60 元的

“黄金肾骨丹”能够治病，骗取中老

年人的信任，诈骗金额总计人民币
14万余元。

康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马某、屈某等 10 名被告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
的方法，结伙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构成诈骗罪，依法对被告人马某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对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至有期徒刑一年
零五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
元至4万元不等。

（范伟红）

以“保健品”忽悠中老年 被告人诈骗受刑罚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7日（总第6111期）

本院于 2014年 6月 6日受理了原告青岛百事恒业实业有限
公司诉被告青岛海鲨游艇旅游有限公司、青岛华美顿游艇租赁
有限公司、青岛华澳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田新、曲梅船舶抵押合
同纠纷二案，已依法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对被告青岛华美顿
游艇租赁有限公司所属的现停泊于青岛港的“灰鲸”游艇予以扣
押。因船舶扣押期间已经届满，被告至今未提供担保，且该轮已
不宜继续扣押，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 2014年 9月 22日作出
（201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 670、671-3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强制
拍卖“灰鲸”游艇。现已成立“灰鲸”游艇拍卖委员会，定于2014年
11月11日1000时在本院对”灰鲸”游艇进行拍卖；凡愿参加竞买
者，可于 2014年 11月 10日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进行
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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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保证金。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
偿的权利。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3号。拍卖委员会
联系人：李华、徐文文。电话：0532- 55786563。传真：0532-
55786550。 青岛海事法院

英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鸿 通 船 务 有 限 公 司（HONG TONG
SHIPPING CO.,LTD）与 香 港 格 兰 菲 尔 德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GRAND FIELD DEVELOPMENT LIMITED）船舶碰撞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青海法海
事初字第 118号民事调解书，于 2013年 7月 1日立案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在山东省威海市石岛和兴船厂查封、扣押被执
行人香港格兰菲尔德发展有限公司（GRAND FIELD DEVEL⁃
OPMENT LIMITED）所属“东亚 9”轮。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
请，本院于 2014年 05月 4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恢字第 4号执
行裁定书，成立“东亚 9”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
上午 10 时在本院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需买船者可于 2014
年 11月 3日 16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及保证金 20万
元参加。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
受偿的权利。联系人：王昊。联系电话：0532-55786407。地址：青
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 3号青岛海事法院。

青岛海事法院

张君平,蒋冬微：本院受理刘荣新申请执行张君平,蒋冬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未履行生效的（2012）黄浦民一民初字
第6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依法委托上海信衡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蒋冬微名下位于北京东路 666 号 F 区（西
座）9层A室的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为人民币327万元，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自发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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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产。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欣桥建材有限公司,上海高境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海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翔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洪信物资有限公司,李先洪,张积容,宋晓丹,李直,吴陈谷,汤
清梅,李天毅,郑秀芳,上海闽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锦福置业有限
公司,吴文锋,张光柳,上海银广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泰赋仓储有限
公司,上海靖恩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上海华东分公司诉上海欣桥建材有限公司,上海高境金属交易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海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翔丹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洪信物资有限公司,李先洪,张积容,宋晓丹,
李直,吴陈谷,汤清梅,李天毅,郑秀芳,上海闽耀集团有限公司,安
徽锦福置业有限公司,吴文锋,张光柳,上海银广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泰赋仓储有限公司,上海靖恩实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申请人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华东分公司申请执行
(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369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
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江苏省无锡市五洲装饰城D7-
1016、1017、1018、1019、1020、1021、1022七套商业房地产进行评
估，已作出浦新估字（2014）第B0225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人民
币 503万元，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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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陈游芳：本院受理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与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未在执行通知规定的期
限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本院已依法将你所有的
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8号（江滨中大道北侧、曙光
路东侧）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B1#甲级写字楼 8层 02、03、

05、06、07室予以查封并交付中联（福建）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出具闽中联房产评 [2014]
50027《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上述房产扣除卖方交易税费后估
价值为人民币12817200元。现本院以（2014）台执委字第14-1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上述房产交付拍卖，拍卖形式为网络拍卖。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若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
产，拍卖所得款用于抵偿本案债务。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胡昭鹏：本院受理乐昌市北乡镇猪头冲兴茂石场、王少华与

你合同纠纷两案，申请人乐昌市北乡镇猪头冲兴茂石场、王少华
申请执行（2013）韶乐法乐民初字第159、17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韶乐法执字第242、243号执行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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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乐昌市人民法院

俞芯、蔡远添：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蔡海斌与你们因民间
借贷纠纷恢复执行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汕陆法执恢字第 2-1号执行裁定书，该
裁定书内容如下：本案本次执行予以终结。如申请执行人人发现
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以供执行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陆丰市人民法院
张凯传：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黄国恒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于2014年8月13日向你发出（2014）江鹤法执字第1043号执
行通知书，通知书载明：责令你向黄国恒偿还借款 80000元及利
息、诉讼费 900元，并向本院缴交执行费 1113.5元。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鹤山市人民法院

杨变、关邦：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马踏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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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电法岭执字第 10号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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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

刘景保、魏成雄：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马踏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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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电法岭执字第 13号执行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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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

梁志成：关于原申请执行人肇庆市端州区汇丰典押拍卖行
与原被执行人梁振源、邓四典押借款纠纷一案，因目前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1996）端法执字第 250号执恢字第 1-1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变更申请人李立坚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二、变更第三人梁志成、梁瑞芳、邹凤兴、梁家升、梁敏谊为本案
的被执行人，梁志成、梁瑞芳、邹凤兴、梁家升、梁敏谊分别在其
继承原被执行人梁振源与邓四的财产范围内承担向李立坚偿还
债务的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期间不再另行公告发送本案的其
他执行法律文书，直至本案执行完毕。因此而致你方不利之法律
后果，由你方承担。 [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阔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明：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
人李运涛与被执行人哈尔滨阔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李运涛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哈尔滨阔庭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听证会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4年11月24日上午9时在哈
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举行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北淑现（曾用名北淑献）：本院执行的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申请执行保定北美建材有限公司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8）新执字第 116-2号

执行裁定书，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人，另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8）新执字第 116-1号执行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期满后七
日内向申请执行人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清
偿债务387621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刘梦振：本院受理李昌军申请你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卢执字第 1185号执行通知书，同时向
你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对法院查封你所有的煤选设备一
套，压滤机一台，鼓风机设备一套进行评估。于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第10日9时在本院司法技术监督室采取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机
构。对查封财产进行价格评估。逾期不到，视为你放弃权利。

[河北]卢龙县人民法院
殷爱琴（芹）：本院执行的田标申请执行（2003）文经金初字

第50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4）文法执字
第5-3号执行裁定书。内容为：划拨被执行人殷爱琴（芹）名下银
行存款壹拾壹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通山腾达矿冶有限公司、吴昊、任亚丽：本院在执行湖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湖北中
企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咸宁中法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政来：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一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2013）武民初字第 042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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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肖宇：本院受理向正秋申请执行（2014）东民二初字第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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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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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衡东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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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9月26日电 （记
者 段连发 通讯员 李新平）今天
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使用“伪基站”违
法犯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
判，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被告
人简虹有期徒刑四年、判处被告人马
英有期徒刑三年。这是内蒙古法院深
入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生产、销售和
使用‘伪基站’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以来，审理的发送信息最多、影响最
大的“伪基站”案件。

被告人简虹、马英为牟取非法利
益，自 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间，使用未取得电信设备进网许
可和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非法

无线电通信设备，采用截断通信线路
的方式，强行向不特定用户手机非法
发送广告信息共计 2122476 条，造成
2122476位用户通信网络信号分别被
人为阻断23至45秒，严重破坏了正常
的电信秩序，危害公共安全。赛罕区法
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
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被告人简虹
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英驾驶
被告人简虹的汽车，使用其提供的设
备为其发送信息，应认定为从犯，依法
应当从轻处罚。赛罕区法院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的相
关规定作出了上述判决。

利用“伪基站”非法牟利 两被告人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