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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精要■

购房者损失比照转卖差价确定

分得房产拒赡养
老父起诉要回房
本报台州10月14日电 今天，

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赠
与合同纠纷，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了冯
老汉夫妇对于其子冯某某的房屋赠
与。

冯老汉，70 余岁，临海某乡镇
农民，跟老伴周某结婚 40 多年，育
有一子冯某某。冯老汉及老伴在临海
市区买下了一套商品房。2007 年 11
月，冯老汉夫妇将房子赠与儿子冯某
某，同时签订了赠与合同，合同附带
条件为由冯某某承担对老两口的赡养
义务。不料，儿子在分得房屋后，开
始对父母不闻不问。

最初几年，冯老汉夫妇身子骨也
还算硬朗，在乡下靠着为数不多的积
蓄勉强能维持生活。但是近几年来，
老两口由于体弱多病，又无收入来
源，基本生活渐渐陷入了困境。他们
几次三番要求儿子冯某某承担赡养义
务，儿子置若罔闻。

2013 年 10 月，冯老汉夫妇以赡
养纠纷为由，第一次上法院起诉儿子
冯某某，要求儿子承担赡养义务。临
海法院支持了冯老汉夫妇的诉求，判
决冯某某负担冯老汉夫妇的日常开销
及医疗费用。但是对于法院的判决，
冯某某却拒不履行。

今年9月，冯老汉夫妇再次将儿
子告上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其对于冯
某某的房屋赠与。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冯老汉夫妇
与其子签订的赠与合同是一个附条件
的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
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冯某某在分
得房屋后拒不履行所应承担的义务，
故判决撤销冯老汉夫妇对于其子的房
屋赠与。 （王 嘉）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连城县人
民法院对一起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作出判
决，判令被告及其监护人赔偿受害人
家属各项损失共计21万余元。

2012 年 11 月 7 日，沈某因精神
病发作，从家中持一把其父做木工所
用斧头，窜至邻居李某处，在毫无征
兆的情况下，用斧头击打正在制作蜡
烛的李某头部，致李某医治无效死
亡。经鉴定，沈某患有精神分裂症，
目前处于患病期，案发当时，受精神
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能力，无刑
事责任能力。连城县公安局据此作出
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沈某故意伤害
一案。受害人家属无奈，将沈某及其
父母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沈
某的行为发生在精神病患病期间，依
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已践踏了
他人的生命，侵犯了生命权，依法应
对受害人家属的损失承担民事侵权责
任。因沈某是精神病人，无民事行为
能力，作为沈某的父母依法成为监护
人，对沈某的行为没有尽到监护责
任，也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最终法
院判决沈某赔偿李某家属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
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21 万
余元。在沈某财产不足以赔偿受害人
李某家属上述损失时，由其父母补充
赔偿。 （陈立烽 罗立军）

精神病人行凶
死者家属获赔

本报上海 10月 14日电 今天下
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备受公众关注的松江“伯母
杀婴案”。

现年 23 岁的雷某曾与家人一起在
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吃店，2013 年 11
月因涉嫌故意杀害未满四个月的侄子被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2 月被批准逮
捕。今年 9月 9日，公诉机关向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今天的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雷
某因嫉恨婆婆张某，而迁怒于婆婆的孙

子即才出生 3个月零 26天的侄子马某。
去年 11 月 24 日上午，雷某趁家人不
备，将在家中客厅婴儿推车内的马某抱
至卫生间图谋加害，适逢马某的祖父来
到客厅，因担心马某发出声响惊动他
人，雷某即用手捂压婴儿的口鼻直至
其窒息死亡，并将死婴藏匿于洗衣机
内。当日下午，雷某还用菜刀将死婴
的四肢割下，投放于卫生间下水道伺
机抛尸匿迹。

公诉机关认为，雷某故意杀死婴
儿，依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法庭上，雷某身着条纹外套，低
着头坐在被告人席上。当被问及对起
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时，雷某没有
表示异议。

公诉人围绕案发前雷某与婆婆之间

的关系、雷某作案过程、案发经过等情
况讯问了雷某。

“我特别抱歉，把他们的宝宝弄没
了。”当辩护人问雷某想对被害人马某
的父母——即弟弟和弟媳说什么时，雷
某表示：“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
用，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原谅我。”

当人民陪审员问及案发后为何没有
自首，雷某则表示自己的女儿当时也还
很小，所以不敢去自首。

公诉人还当庭出示了包括证人证
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尸体检验报
告、作案刀具、物证鉴定报告、雷某的
供述及辨认笔录等在内的多组证据材
料，以证明雷某的犯罪动机、犯罪事实
及案发过程。被告人及辩护人分别发表
了质证意见。

在最后陈述中，雷某后悔无比：

“我不是故意要杀死宝宝，希望他们可
以原谅我，真的很对不起，我也非常后
悔，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今天的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被

告人家属、被害人家属及媒体记者近
30 人旁听了庭审。法院没有当庭作
出宣判。

（潘静波）

上海松江“伯母杀婴案”开庭

被告人雷某在接受法庭审判。 陈永良 摄

日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一起一房两卖案再审后进行裁决，判令开
发商除偿还购房款首期10.93万元外，还
需再赔偿购房者损失10.93万元。

遭遇政策变化
购房一波三折

事情发生在 2007年 8月 3日，陈先
生夫妇在火炬开发区江陵路某花园看中
一套124平方米的房产，总房价36万余
元。两人遂和开发商签订了房地产买卖
合同，约定购房者支付首期房款 10.93
万元，余下购房款 25 万余元通过银行
按揭支付。签约后，陈先生依约支付了
首付款。

然而，同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
行、银监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商业
银行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
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
比例不得低于40%。而陈先生夫妇的情
况恰好就属于上述文件所要求提高首付
比例的范围。

2008 年 9 月 17 日，开发商向陈先
生夫妇发函催促，由于两人购买的房产
属于第二套住房，要求陈先生夫妇在 7

天内补交首付款 3.6万元，否则将承担
违约责任。而陈先生夫妇短时间筹不到
数万元，购房一事因此拖延。

2009年 2月 24日，开发商再次发函
称，因银行贷款政策变化，他们无须再补
交一成楼款，即可办理银行按揭贷款，要
求其10日内到楼盘售楼部合同室签署合
同及提供按揭所需文件，缴交有关费用。

陈先生夫妇收件后马上与开发商联
系，开发商却以各种借口拖延。一个多
月后，陈先生夫妇被开发商告上了法
庭，理由是陈先生夫妇逾期未办理银行
按揭贷款手续，逾期付款。开发商请求
法院解除双方合同，并索赔 1.8万违约

金。法院一审驳回了开发商所有诉求。

开发商强行解约
房子换了主人

2010年4月，开发商并不顾及法院
判决，依旧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直
接把9.93万元购房款汇到了陈先生夫妇
的银行账户中，剩余1万元待收回购房
发票、收据等后归还。2011年6月，另
一买家周先生以 47 万余元购买了涉案
房产，并拿到了产权证。

陈先生夫妇在 2012 年把开发商告
上法庭，除要求偿还全部购房款外，还

要求开发商赔偿经济损失 10.93 万
元。一审法院判令开发商退还剩余购
房款 1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赔偿 2.5
万元经济损失。

陈先生夫妇以赔偿的经济损失数
额过低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
了一审判决。2013 年 9 月 13 日，陈
先生夫妇向中山中院申请再审。该院
经审查后启动了再审程序。

“我们如今已不可能以36万余元
买下该地段124.56平方米的房产。原
判决的 2.5万元，明显过低，坚决要
求开发商承担 10.93 万元的赔偿责
任。”陈先生提出。

开发商则认为是陈先生夫妇申请
按揭贷款的婚姻情况证明、收入证明
等文件不齐全，导致银行不审批，是
购房者违约在先，开发商在解除合同
的情况下把房子卖给他人，不属于一
房两卖，更无需赔偿。

该案经中山中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最终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南通10月14日电 周某持借
据向法院起诉姜某，要求其偿还借款，
但无法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支付。昨天，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今年1月，周某持一张借据到法院
起诉称：2012年 3月 5日，姜某因购买
汽车资金困难向其借款10.7万元，并于
同日向其出具了借条，因姜某下落不
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姜某立即归还借
款10.7万元。

法庭上，周某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
日期为2012年3月5日的借据一张。该
借据载明：“借款人姜某 人民币壹拾

万零柒仟圆整。”周某的委托代理人还
陈述，原、被告原系多年的同事，当时
姜某欲购买一辆天籁轿车，因资金不足
遂向周某借款，周某在姜某出具借据
后，当场交付给姜某10.7万元现金，并
表明姜某出具借据和周某交付现金时，
有证人于某在场。

后经法庭传唤，证人于某未到庭作
证，而被告姜某下落不明，未能出庭答
辩，法院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

一审另查明，案涉借据除借款人签
章处空白外，借款理由、现场负责人意
见、财务负责人意见、负责人审批等栏
目均无内容。周某称该借据系建筑工地
上的格式借据，因两人均为工地的施工

人员，随身携带该借据，并在宾馆中书
写形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借据系建
设工程中使用的格式借据。从借据的内
容来看，相对方应为建筑施工企业，而
非周某个人，周某对此并未能作出合理
解释，且亦未能证明款项实际交付的相
关事实，这足以使法院怀疑该款可能与
建设工程有关。因周某未能提供相关证
据证明其与姜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致
使法院难以认定周某与姜某间存在借贷
关系。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周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据该案一审承办法官刘晶晶介
绍，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小额借款，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
金交付的，只要出借人能提供借据，
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举证责任，可以
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而对于较大
数额的借款，涉及几万元甚至几十万
元的金额，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已
交付钱款的事实。

刘晶晶提醒，出借人如需出借大
笔金额，最好要订立内容具体的借款
合同，并尽可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
付借款，谨慎采用现金交付。如确需
使用现金交付的，最好邀请与借贷双
方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作为见证人见
证交付事实，并请其在载明已交付事
实的书面凭证中作为见证人签名确
认，以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利。

（顾建兵 刘昌海）

本报徐州10月14日电 昨晚，江
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 8 名哄
闹、冲击法庭，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案
件当事人及家属给予3至15日不等的司
法拘留决定，并分别处以3000元至5万
元不等的罚款。

据悉，昨天下午鼓楼区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庭审结
束后，法官正在法庭单独给张某等原告
方做调解工作时，被告方胡某等人员进
入法庭，双方及亲属发生争吵，进而引
发肢体冲突，双方人员均有不同程度的
受伤。事发时，主审法官迅速采取紧急
措施，一方面当场劝阻、制止双方当事
人殴斗，同时通知法警赶往现场，并及
时向庭长、分管副院长汇报情况，协助
法警有效控制了所有参与群殴的人员。
法院经过对事件核实调查后，认为参与
殴斗的胡某、张某等8名人员哄闹、冲
击法庭，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违反了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分别给予8人上
述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孙冬花 杨亚琼）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南谯
区人民法院审理并执结一起警察赊账 7
万余元购买彩票案件。

80 后的王某系滁州市公安系统的
一名民警，自 2011年 7、8月间迷上了
体育彩票金竞猜足球，幻想着自己中大
奖一夜暴富，便在彩票投注站赊账投
注。起初王某在事后都能还上欠款。
2013 年年初，王某再次以上述方式多
次投注购彩，每次动辄几百元，多则几
千元，因知道他是警察，投注站老板张
某便同意了他的赊欠。直至2013年6月
15日，王某已欠购彩款72240元，经多
次催要仍未支付，彩票投注站老板张某
将王某告上法庭。

法庭经开庭审理后，支持了张某的
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支付购彩款 72240
元。判决生效后，王某仍未履行，张某
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法院居中调
解，王某答应每两月给付1万元至全部
付清。 （王中杰）

警察赊账买彩票
久拖未还遭起诉

扰乱法庭秩序
八人被司法拘留

开发商一房两卖 购房者怒告索赔

中山中院：退回首付再赔一倍
林劲标 李志金 张房耿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开
发商以陈先生夫妇未补交一成购房款为
由主张二人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
为，以此作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依
据，与事实不符，该抗辩理由不能成
立。在陈先生夫妇没有违约的情况

下，开发商不仅未履行合同约定为陈
先生夫妇办理银行贷款手续，甚至单
方将涉案房屋转售给周先生，导致合
同因履行不能而解除，构成了根本违
约，应赔偿陈先生夫妇损失。

由于开发商将涉案房屋转售给周先

生的价格是47.33万元，比陈先生夫妇
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价格36.13万元
超出11.2万元。可见，陈先生夫妇在
无法取得涉案房屋之后，如欲购买相
同的房屋，承受的经济损失势必要超
过两人的首付款10.93万元。因此，按
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陈先生夫妇
向开发商索赔10.93万元的经济损失，
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表示，市
场交易以诚信为本，法院不会支持违
反诚信原则而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无法证明借款交付 借据在手仍输官司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5日（总第6122期）

戴育明：本院受理申请人重庆市九龙坡区美每家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3） 渝仲字第 293号仲裁裁决书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重恒申达 （司法） 资评报字 （2014）
第002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以2014年8月26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浙CRM656宝马X6小型越野客车采用市场价值的
价值类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63310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剑河县欧泰林化实业有限公司、叶德勇：本院受理剑河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剑河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 （2013） 剑民初字第 399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剑执字第81号执行通
知书、执行裁定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你们自公告期满3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将已查封的你公司土地使用
权、厂房、生产设备等进行评估、拍卖。以偿还你们应当履行
的义务。 [贵州]剑河县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本院作出的（1999）哈民
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执行程序。
哈尔滨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至今未能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2年10月25日依法对被执行人哈尔
滨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田地街
68号1栋（座）-1层，建筑面积373.05平方米房产（产权证号
里00001424号）进行了查封。责令被执行人哈尔滨市城镇建设
综合开发公司及现房屋使用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从上述房
屋中自行搬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对妨害执行的相关人
员将依法追究责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赛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于2014年9月19日
立案执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申请执行黑
龙江赛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质勘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责令你公司收到此
令后的第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
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变
动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补充公告。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
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赛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14） 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505号裁决书，受理了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院申请执行黑龙江赛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质勘查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司送达（2014）哈执字第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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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报告当前及前
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或不报告财产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姜滨双：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哈尔滨仲裁委员会
（2013）哈仲裁初字第093号裁决书，受理了哈尔滨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姜滨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送达 （2014） 哈执字第 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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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内，自动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
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或拒绝报告、虚假报告
财产的，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琦：本院受理潘亚滨诉李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

行人潘亚滨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外执字第
223 号执行通知书以及 （2012） 外执字第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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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对黑AQN803别克轿车一辆予以评估、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顶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牛洪彪诉黑龙江顶

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执行人牛洪彪申
请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07）外执字第1949号通
知书及 （2007） 外执字第 19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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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对担
保人李小波所有的坐落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新236-1号4单元7
层 3号 （建筑面积：70.78平方米、产权证号：外 00202881号）
房产予以评估、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北京吉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黑龙江农垦明达种业
有限公司诉北京吉奥泰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黑龙江农垦明达种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3）绥

商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4）绥
执字第 11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2014） 绥执字第 119-1号执行裁定书、（2014） 绥执字第
1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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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绥化农垦法院
北京吉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黑龙江农垦明达种业

有限公司诉北京吉奥泰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黑龙江农垦明达种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3）绥
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4）绥
执字第 12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2014） 绥执字第 120-1号执行裁定书、（2014） 绥执字第
1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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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绥化农垦法院
河北高邑广威供水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石家庄水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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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的 （2014） 石执字第 00331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履行石裁字
（2012）第802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华辰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曹振龙、杨力士、王彦
辉、郝晓波：关于河北大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鹿泉市人民法院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杨力士所有位于
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路 145 号西美第五大道 2-1-701 室 （证
号：石房权证裕字第 530066346号） 房产一套，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选择拍卖机构通知及领取拍卖通知书时间，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5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东配楼
308 室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191 号，联系电话 0311-
85187361）选取拍卖机构，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15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到上述地址领取拍卖通知书，逾期未到
将被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
卖。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伟、李学刚、赵连祥：本院受理的廊坊市广阳区新朝阳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广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广执字第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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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姚伟、李学刚：本院受理廊坊市广阳区新朝阳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2） 广民初字第 123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广执字第 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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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田勇：本院受理的陈红、肖凯申请执行（2013）广民初字
第 243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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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肖福泉：本院受理范步忠申请执行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2012）武民二初字196号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3） 武执字第 175-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扣划你的
银行存款。被执行人肖福泉在工商银行石家庄水源支行账户内
存款本院已裁定予以冻结，期限为六个月，自2014年9月23日
至2015年3月22日止。 [河北]武强县人民法院

程华、张丽萍：白灵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邢台市桥西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2） 西民初字第 87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白灵于 2014年 3月 10日向我院申请执行。执行
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执
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现通知你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到本院司法辅助室参加评
估摇号，并确定在公告期满第五天上午9时到你家（邢台市桥
西区冶金南路 67号冶金东 22号楼 1层 1单元 1号）进行评估勘
验，评估勘验后第7日到本院执行庭领取房屋鉴定报告书，如
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可在收到鉴定之日起10内提出书面异议：如
无异议，拟定于鉴定报告送达之日起第15日上午9时到本院司
法辅助室进行拍卖摇号确定拍卖机构，摇号后依据拍卖行公告
日期到拍卖行参加拍卖会，如不按时到场视为放弃权利。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郑建利：本院执行的你与王德军交通事故纠纷一案，依法

委托河北恒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 （登记车主李小
杏）晋DNV668号广州本田轿车进行评估，现已作出冀恒评字
（2014） 第 104号评估报告书，现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如无异议请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20日到本院选择拍
卖机构，逾期本院将依法确定拍卖机构拍卖，并责令你于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第 120日到本院领取拍卖确认书，逾期视为权利
放弃，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清苑县人民法院

周利民、周文莉：洛阳市运翔运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咸阳
诚鑫物流有限公司、平凉市第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洛民终字
第127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洛阳市运翔运输
有限公司于 2013年 4月 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 2013年 4
月8日依法立案执行。执行中，由于股东周利民、周文莉抽逃
注册资金，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追加周利民、周文莉为本案的被
执行人。现公告如下：自公告之日起，限你们六十日内到洛阳
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并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对你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何雁武：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闫

占军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和 （2013）
洛龙执字520-2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5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 9
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 （4042摇号室） 随机选择鉴定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
选定鉴定评估机构后第十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涉案地进
行现场勘验。 [河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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