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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妇女未成年人等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被告人冯文东故意杀
人、盗窃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冯文东通过互联网与被害

人张某某（女，殁年 24 岁）相识。2010
年7月21日，冯文东到张某某与被害
人李仲鹏（殁年 25 岁）合租的北京市
丰台区芳城园某小区的一房间内，依
约定与张某某玩 SM 游戏（即性虐待
游戏）。次日零时许，冯文东因琐事与
张某某、李仲鹏发生争执，遂持张某某
屋内的菜刀及其随身携带的匕首，先
后砍、刺二人颈部、胸背部及腹部数十
刀，致二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之
后，冯文东将李仲鹏IBM笔记本电脑
一台（价值200元）、OBEE牌手机一部
（价值30元）、钱包一个（价值10元）及
现金1000余元盗窃逃离现场。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冯文东与他人产生矛盾
后，持刀杀死二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
杀人罪；其在实施杀人行为后，窃取被
害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又构成盗窃
罪，应依法并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
冯文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决
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宣判后，被告人冯
文东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
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
告人冯文东死刑。

（三）典型意义
被害人张某某本系男性，去泰国

做了变性手术后，以盈利为目的，在网
络上开设性虐待游戏培训班及招募性
虐游戏伙伴。被告人冯文东通过网络
知道张某某招募性虐游戏伙伴后，即
与张某某联系并自愿付款1500元，让
张某某对其实施性虐待。游戏过程中，
冯文东因害怕自己被捆绑后，张某某
会将其杀害，二人因此发生争执，遂持
刀捅死张某某及与张某某共同租房的
被害人李仲鹏。该案的审判，清晰地向
社会传达了网络的虚拟性介入到个人
隐私生活的风险，希望广大网民对此
要提高警惕，并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
爱好，避免惹火烧身。

案例二

被告人黄苏安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被告人黄苏安用虚

构的美籍华人身份，在某婚恋网站注
册“相濡以沫”网名并结识女被害人谢

某。交往过程中，黄苏安向谢某谎称，
他所在的工作机构将启动巴拿马运河
航线投资项目，该项目回报率为本金
的6倍，投资门槛为人民币705万元，
在 2012 年元旦前除偿还本金外可另
行给予回报 1800 万元，以此劝说谢
某投资。谢某信以为真，同意投资上
述项目。10 月 18 日，谢某将 5 万元
转至黄苏安指定的账户。同月 20
日，谢某向他人高息借得 200 万元，
先后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交予黄苏
安。之后，谢某又向他人高息借得
490万元及积蓄10万元一并交给黄苏
安派来的人。谢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追
回赃款335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黄苏安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虚构身份、编造高额回报投资
项目等方法诈骗被害人钱款达705万
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
巨大。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
黄苏安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宣判后，被告人黄苏安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婚恋网站交友实

施诈骗犯罪的案件。随着都市工作、生
活节奏的加快，专业婚恋网站成为适
婚男女，特别是都市白领结识异性的
新平台。但由于注册门槛低、信息审核
难等原因，部分婚恋网站信息虚假，容
易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一些不法分子在婚恋网站注册账
号，利用虚假身份进行交友，骗取对方
信任后，借机实施盗窃、诈骗、敲诈勒
索甚至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本案被
告人在婚恋网站注册账号，以虚假身
份“美籍华人”作为幌子和诱饵，博取
对方好感和信任后，以投资理财为名，
诈骗巨额钱财。本案被告人虽然最终
受到法律严厉制裁，部分赃款亦已追
回，但被害人遭受的情感创伤以及巨
额财产损失很难弥补挽回。此案警示
公众，尽量选择正规婚恋交友网站，审
慎核实对方身份及其他信息，在未确
定对方信息前不轻易付出钱财和投入
感情。

案例三

被告人王道红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初，被告人王道红与有夫

之妇刘某（被害人，殁年33岁）通过网
络聊天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2009
年 7 月，王道红结识了新女友并致女
友怀孕。2009 年 11 月，王道红与刘某
相约见面后发生了性关系。次日王道
红以女友怀孕为名向刘某借钱 5000
元，遭到刘某拒绝。王道红心生恼怒，
先后用手掐、用毛巾勒刘某颈部，还用

胶带封住刘某口鼻，致刘某机械性窒息
死亡。王道红将刘某的尸体掩埋后，持刘
某手机向刘某家人发短信诈骗钱财未
果。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王道红因琐事采取掐、勒颈
部等方式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王道红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
重，且杀人后向被害人亲属骗取钱财，主
观恶性极大，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
重，依法应予严惩。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认定被告人王道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道
红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
法开庭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
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
院经依法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王道红
死刑。

（三）典型意义
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互联网技术

在现代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是，网络也存在着虚拟性等弊端。据悉，
国内某些流行网络社交软件的注册用户
已达数亿人，在线用户也以千万计。现实
生活中，不少人沉迷于网络交友，甚至将
感情完全寄托在网络上结交的“情人”身
上，被网络情人在网络上展示的“魅力”
所迷惑，过于轻信他人。但是，当虚拟的
网络与现实发生碰撞后，情人的真实面
目最终暴露，很多人如梦初醒，悔不当
初。本案被害人刘某系有夫之妇，通过网
络聊天结识了被告人王道红，并与之发
展为情人关系。至案发前，刘某与被告人
已交往一年有余，但刘某仍未能真正了
解、认清被告人的真实性情和人品，最终
导致悲剧发生。希望此案能引起公众的
警觉，不要被网络恋情所迷惑，网络交友
要谨慎。

案例四

被告人肖克臣绑架、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肖克臣与肖生坤（另案处理）

预谋用网络实施绑架，并租赁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一房屋用于作案。
2013年6月13日晚，肖克臣以外出游玩
为名，将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结识的
被害人梁某某（女，时年15岁）骗出后，
与肖生坤一起将梁某某骗至租赁房屋
内。二人持美工刀威吓并用胶带捆绑梁
某某，肖生坤从梁的手提包内搜得现金
350元、小米手机1部。其间，肖克臣强行
奸淫了梁某某。尔后，二人打电话联系梁
某某的母亲，索得赎金2万元。后即逃离
现场。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肖克臣结伙以勒索财物
为目的绑架他人，绑架过程中又违背被
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强奸罪，依法
应当数罪并罚。肖克臣曾因诈骗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到半年又犯
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肖克臣犯绑
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
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
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
后，被告人肖克臣提出上诉。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交友实施绑

架、强奸犯罪的案件。随着网络应用的发
展和日渐普及，网络社交平台，特别是网
络聊天工具，为人际交往带来了极大便
利。与此同时，因其公共性、匿名性、便
捷性等特点，网络交友也成为不法分子
实施犯罪的新平台，由此引发的刑事案
件呈上升趋势。一些年轻女性和青少年
缺乏防范意识和能力，往往容易成为不
法侵害的对象。本案中，被告人肖克臣
伙同他人预谋绑架，事先租赁作案场
所，通过微信搜索功能，选定尚未成年
的女网友作为作案对象，借外出游玩之
名骗出后绑架、强奸，犯罪性质恶劣，
情节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又系累
犯，人民法院依法对其所犯之罪从重处
罚，一方面显示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利
用网络实施犯罪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
通过真实案例警示公众，网络交友要保
持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特别是广大青
少年和年轻女性，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
和能力，保护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和财产
不受侵犯。

案例五

被告人叶振强等绑架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5月，被告人叶振强、路好宝

租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路某厂家
属院6号楼602房，共同生活。因经济窘
迫，叶振强产生绑架他人勒索钱财之念。
同年10月23日晚，叶振强通过QQ聊天
结识了被害人赵某（女，殁年18岁），两
人相约见面后，叶振强将赵某带回租住
屋，趁赵某熟睡之际，用透明胶带、床单
将赵某缠裹后控制。次日上午，叶振强用
赵某的手机打电话向赵的父母索要赎
金，并让赵某与其父母通话。因赵某通话
时泄露了绑架地址信息，二被告人担心
事情败露，产生杀人灭口之念。路好宝按
住赵某的腿，叶振强用毛巾捂住赵某口
鼻并勒赵某颈部，致赵某机械性窒息死
亡后，二人逃离。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叶振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
绑架他人，后恐罪行败露，便将被害人杀
害，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叶振强在共同
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
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认定被告人叶振强犯绑架罪，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路好宝犯绑架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宣判后，叶振强提出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
裁定核准被告人叶振强死刑。

（三）典型意义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各种社交软

件的广泛应用，网络社交无处不在。社交
软件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不存在对错好
坏，关键是如何使用。如果被不法分子
利用，就会成为其犯罪的工具。网络无
法验证用户的基本身份信息，更不可能
校验用户的品行。犯罪分子正是利用此
点，隐瞒真实身份，将自己扮演成各种
角色，在网络上物色、“钓取”可能会
成为其犯罪对象的人，当取得对方信任
后，就邀约见面，进一步实现其犯罪目
的。从近些年因网络发生的案件中可
见，诈骗、抢劫、盗窃、敲诈勒索、强
迫卖淫甚至强奸、杀人等恶性刑事犯罪
时有发生，亟需引起广大网民的注意和
警觉。本案中，被告人叶振强以绑架为
目的通过网络寻找犯罪对象，骗取被害
人赵某的信任后，将赵某骗至租住处，对
赵某实施绑架，最终将赵某残忍杀害。希
望本案能唤醒广大热衷网络交友的网友
们的警觉，要慎重网络交友，不给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案例六

被告人张盛贵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6 月中旬，被告人张盛贵化

名“张学川”通过 QQ 结识被害人范某
（女，时年18岁），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
聊天，二人渐渐熟悉。张盛贵多次要求范
某做其女朋友遭拒，后范某答应与张盛
贵做兄妹。同年7月5日，张盛贵与范某
相约见面，并到公园游玩、逛街、购物。二
人午饭后，张盛贵以天气太热为由，提出
要去宾馆洗澡，让范某一同前往，并一再
请求范某等他洗完澡再离开，范某答应。
此后，二人来到一家旅馆，张盛贵以自己
未带身份证为由，以范某的身份证登记
入住该旅馆。洗澡结束后，张盛贵锁闭房
门，从裤子口袋中掏出一把刀威胁范某
做其女朋友，胁迫范某把身体给其看。范
某见状，欲打电话求救。张盛贵即抢走其
手机，并将范某强奸，还用手机拍下范某
数张裸照。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张盛贵违背妇女意志，采用
胁迫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
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张盛贵曾因犯强奸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鉴
于张盛贵已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认定被告人张盛贵犯强奸罪，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宣判后，被告
人张盛贵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当今QQ聊天已成为大部分年轻人

生活的一部分，它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
时空距离，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但是，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给不法之徒实施犯罪带来了可乘
之机。一些人专门在网上利用QQ寻找侵
害对象实施不法行为，其中，既有利用网
络进行诈骗犯罪的，也有利用网络进行
暴力犯罪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尤其容
易被犯罪分子通过QQ这种虚拟的通讯
方式编造的谎言所欺骗、蒙蔽。净化网络
空间，保护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必须严厉打击通过网络实施的犯
罪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张盛贵通过QQ结
识刚刚高中毕业的范某，取得范某轻信
后，即与范某相约见面，最后以洗澡为名
骗得范某一同开房，趁机在房间内将范
某强奸。该案的发生提醒公众，不能轻信
通过网络结识的人员，不能在网络上透
漏个人信息，更不能孤身和网友见面，以
免造成危险。

案例七

被告人赵小明等非法拘禁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3月开始，被告人赵小明、曹

金胜、张乐良等人聚集在山东省青岛市
黄岛区某房间内进行传销活动，由赵小
明担任业务主任负责日常管理。同年 8
月22日，张乐良以帮助找工作为名，通
过QQ聊天将被害人江某某（女，时年20
岁）骗至其进行传销的房间后，由赵小明
安排曹金胜、张乐良等人对江某某讲授
传销课程，并贴身看护以防江某某离开。
8月25日凌晨，江某某发现被骗入传销
组织后，从该房间翻窗逃离时坠楼身亡。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赵小明、曹金胜、张乐良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
非法拘禁罪。赵小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
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乐良、
曹金胜系从犯。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
被告人赵小明犯非法拘禁罪，与前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
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张乐良犯非法拘
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被告人曹金胜
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现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采取非法拘禁手段强制

女青年参加传销活动致人死亡的案件。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网络建
立传销组织实施犯罪的案件日益增多。
本案被害人江某某即利用网络找工作，
不幸被传销分子盯上，被非法拘禁，终
至逃生时不幸身亡，令人扼腕叹息。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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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开志（身份证号码：52242519730723261X）：本院依
法受理申请人庄文进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乌执字第 351号执行通知书。内容
如下：一、支付庄文进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2909.70元，并承
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债务利息直至该款付清时止。二、负担
案件受理费 610元，申请执行费 2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

[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张兰：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张晓东与你返还物一案中，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你自本通知书
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2012）富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是义务，被告张兰从坐落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北兴办事处
25街区6栋2单元46号房屋内迁出。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吴刚：本院在执行申请人王晓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2014）富民初字
第 5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被告吴刚给付原告王晓娇借
款人民币30万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00元、利息6581.25
元合计人民币 312381.25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布志雷、赵海霞：本院受理张欢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金执字第 2277、
2276、2514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履行(2013)金民二初字第 6711、6802、6803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赵海霞名下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71号院 10号楼 3单元 10层 58号房产予以
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
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 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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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许青峰：本院受理申请人付书娥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新执字第 130 号执行通知

书、财产申报通知书、传票及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送达期
满后 10日内按照(2013)新民初字第 58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
义务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新郑市人民法院
李付山、刘四辈、潘金良、郭宪锋、李先泽、梁学政、张庆

彦、郭凤琴、裴海民、李华周、李慧卿、郜本田、白小波、程同
良、贺永军、常卫东、马军峰、王根才、闫爱民、张宏永、赵景
坤：本院受理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挂靠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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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自动到
开封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
视为自动解除挂靠关系。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梅林：本院受理的张承明申请执行梅林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公告向你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及（2013）鄂西塞执
字第00400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送达之日起第3日前往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
处选择评估机构。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蒋家翠：本院在执行周祥与你合伙协议一案中，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鄂钟祥执字第00162号执行通
知书、（2014）鄂钟祥执字第00162-1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日内给付周祥合伙车辆折价款、合伙期间盈余
分配款计271120元及利息228996元，负担案件受理费8729元，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执行费7400元。并裁定扣划你在
金融机构的存款519265元（已扣划292134.78元）。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钟祥市人民法院

大连易而快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中娇工贸集团：本院执行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金融
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大
执一恢一字第17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们自
本通知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1）大民三初字第80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
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至执行完毕。同时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4）大执一恢一字第178号通知书。通知书载
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申请对被执行
人大连易而快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上海路4号12层
C1号房产进行评估。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在本院

审判楼302办公室摇号选取评估机构。请当事人按时到场，未到
场不影响摇号进行。上述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景彬：本院受理北票市人民政府要求对李景彬强制执行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北行审字
第00023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北票市人民法院

席洪、刘红宇、内蒙古新型建材厂：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乌
力图诉席洪、刘红宇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强制执行一案，本院依
法做出了(2011)呼法执字第 0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委托内
蒙古华诚源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内蒙古新型建材厂住宅
楼2号楼的单身宿舍，三单元之1-5层30户房产拍卖；并对该
房产进行了评估，已作出 《内华诚源估字 【2013】 第 01 90
号》评估报告，因你方未及时领取，我院要求评估机构按现在
时点对评估报告进行修正，评估机构出具修正函确定上述房产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8000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修正函有异议，自报告送达后10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 同时向你方公告送
达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领取拍卖公告通知书。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在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处摇号选取拍卖机构，与对方当事人
协商公告范围，领取拍卖公告通知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不影响拍卖进行。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宏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长军申请
执行你公司房屋租赁纠纷一案，本院(2012)赛执字第 533-1号
执行裁定书已依法将在你公司经营的“华彩夜色”（被执行人
租赁申请人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影路西商业街35号3号
楼门牌107号）商业用房内的所有物品按照评估价605874.58元
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赛执字第
533-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赵金有：本院受理吴妙兰、智利申请执行你和朱冬岩生命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赛执字第00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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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周学祥、周萍：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新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包青执字第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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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赵宇：申请执行人付桂芹与被执行人张敬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
我院依法决定对你所有的坐落于通辽市吉地华府小区11#3单元
311室，面积为101.86平方米的楼房及D15号车库，面积为23平
方米予以评估。因无法联系你本人，现公告送达本通知，自公告
之经60日即视为送达。在此公告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8时30分到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室（摇号室）随机选择评
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法委托评估机构
并对上述财产进行评估。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彩石山庄房地产项目（虎山以
北A、B、C地块）建设工程债权人：本院依据（2008）济中执
字第 395-398 号、（2011） 济中法执字第 218、226-231、241
号、（2012） 济中法执字第 44-10 号、（2012） 济中法执字第
45-1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拍卖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
有的位于经十东路以南虎山以北，A1-A6地块、B1地块 （水
晶花园）、B2东地块、B2西地块（尚华居、绿松苑）、B3地块
（白领公寓）、C地块，共计 979亩土地 （历城国用 （2007） 字
第050038-050041号、（2006）第0500055-0500069号19个土地
使用权证项下土地）、约 111890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现通知
涉及上述土地地上建筑物建设工程欠款的债权人，向有管辖权
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等方式主张权利，依法
确认工程价款数额及是否享有首先受偿权。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成虎：申请执行人梁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坊法执字第 678号执行通知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后
请于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时到本院技术室选择评估机

构，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专业机构的进行。
专业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另行公告通知你选择专业机构的
名称及勘验的时间，将对涉案财产依法进行评估。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于国华：申请执行人山东慧缘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你担

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威环执字第 402号执行通知书、山东百盛估字[2014]第
C083号房产评估报告书（乳山市向阳小区23号楼2单元201室
房产的评估价值为35.2万元）、（2012）威环执字第402-4号执
行裁定书 （拍卖）。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如对上述评估结果有异议，应自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未提出且仍未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并限你于公告
期满的第二个周周四上午9时到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
六楼拍卖厅选择拍卖机构，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选择权利。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詹先学：本院受理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登支

行与詹先学、山东凯威担保有限公司、文登市温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一个星期四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定机构之日后七日内来
本院确定现场戡验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
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戡验，依法对被执行
人詹先学所有的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路 110-2号 1单元 201
室进行价值评估，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
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张东田：本院受理的王义章申请执行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一案，因你拒不自觉履行宁津县人民法院（2013）宁商初字第
372号判决书所确定 （被告张东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
原告王义章办理鲁宁房权字第 S4605号房屋的过户手续） 的义
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宁法执字第 456号执行裁定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宁津县人民法院 （2013） 宁商初字第 372号判决书执行
终结。 [山东]宁津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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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10月21日电 （记
者 范春生） 在山东租车，在河北
高速公路上放钉子扎车胎抢劫，中
途勒死被害人，最后回到黑龙江老
家藏匿……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
法院 21 日对一起跨七省高速公路扎
车胎抢劫案一审宣判：以王成为首的
3 名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
其中两人被判死刑，另一人被判死
缓。

本案的主谋王成与另两名团伙成
员张国强、代俊启均是黑龙江省绥化

市人，上世纪 90 年代初曾一起养车
跑运输。2013年7月，在外地做小本
生意的王成自感赚钱慢，便先后约上
张国强、代俊启，酝酿制造大案敛
财。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成、张国
强、代俊启预谋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内
趁过往车辆司机休息之机，采用以自

制铜钉扎破机动车轮胎，趁司机更换轮
胎之机实施抢劫。2013 年 9 月 10 日 20
时许，3人驾驶从山东省济南市租用的
轿车来到京沈高速河北省秦皇岛段卢龙
服务区，寻找目标伺机作案，未果。11
日凌晨2时许，在辽宁省清原县从事建
筑工程的江苏商人许荣华驾车来到该服
务区休息，张国强遂将铜钉放置在其车

轮胎下。
后许荣华驾车离开服务区，王成 3

人驾车尾随，并在距卢龙服务区5公里
处临时停车道内，持刀、木棒逼住正在
更换破损轮胎的许荣华，将其劫持到车
内。张国强、代俊启用绳子将许荣华捆
绑，王成将其随身携带的 4000 余元现
金及两张银行卡抢走。后从卡内提取现

金 4.55万元，刷卡消费 1.8万余元。当
日22时许，3人在从河北向河南方向行
驶途中，勒死许荣华，后将尸体抛入黄
河内。

9月 12日、13日，王成 3人又驾车
经过山西、陕西、四川，伺机再次用同
样手段作案，均未得逞。发现许荣华失
踪后，其在辽宁清原的合伙人报案，抚

顺警方立案，于9月25日将3人抓获。
法院认为，王成、张国强、代俊启

结伙持械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后
为灭口而杀害被害人，均已构成故意杀
人罪、抢劫罪，应依法予以数罪并罚。
为此，判处王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罚金 30 万元，判处张国强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30
万元，判处代俊启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20
万元。另外3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即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3万元。

跨七省高速公路抢劫团伙两被告人被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