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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信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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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客户室里的 7 亿元大骗局

代表见证欠薪案执行

日前，一个涉案金额达 7 亿多元的骗局在广东多地爆发。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广州中泽汇融
七号投资企业两个私募基金的 200 多名投资者陷入恐慌。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奔走，试图挽回巨额损失。
而一些银行职员则被曝在大客户室长期、公开兜售涉嫌诈骗的理财产品。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上午，河南
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邀请黄运
武、胡修文两位人大代表共同见证
了一起拖欠十名农民工工资的集团
诉讼执行案件。
经过执行干警近三个小时的细
致工作，这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在代表们的见证下依法采取了强制
执行措施。 （周恩源 余 静）

老河口

庭审公开发挥综合效应

本报讯 近年来，湖北省老河
口市人民法院提升科技保障，促进
庭审公开常态化。
该院将庭审公开与“法院开放
日”活动、庭后讲评、推进审判机
制改革、完善目标绩效考核等相结
合，既保证了审判权规范行使，又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
（高 策）

淮安清浦

完成陪审员倍增计划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
清浦区人民法院举行新任人民陪审
员任命及宣誓仪式。新任命的 49
名人民陪审员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许晓平手中接过任命书。
至此，该院人民陪审员数量增
至 82 名，分布在教育、金融、医
疗、基层组织等不同专业与领域，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人数之比提高到
1.2：1，顺利完成人民陪审员“倍
增计划”
。 （王 伟 赵大为）

新巴尔虎左旗

保障陪审员工作经费

本报讯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加强与当
地党委、人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
协调，将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费、参
审费以及各项补助列入法院日常经
费，确保人民陪审员应当获得的补
助得以及时兑现。 （阿 荣）

濉溪

为新任陪审员“充电”

江门企业家老谭没有料到，其在
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购买的
3000 多万元理财产品竟血本无归。
2014 年 4 月 8 日，老谭和妻子驾
车来到位于珠海市海滨南路 49 号的
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由于是大客户，
老谭一如既往地被客户经理蓝某迎入
了其中的“百岛之城”客户室。
端上热茶热情寒暄后，蓝某开始
推销：“您在银行里的钱到期了，为
什么不买个收益率高点的产品？‘中
汇盈信九号’是我们银行的产品，安
全可靠，利息 11％。
”
老谭告诉记者，他在光大银行打
理资金业务已近 8 年，蓝某服务周
到，家里缺人手的时候还会来帮些小
忙 。“ 很 信 任 她 。 头 脑 一 热 ， 就 买
了。”说起经过，老谭很后悔。他妻
子当场在蓝某办公室通过网银转出
3120 万元到基金账户。
9 月 23 日，老谭接到了原光大银
行珠海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张添吾的
电话，说“中汇盈信九号”投资的那
个公司老板死了，资金兑付可能需要
延后。老谭一开始还感觉“问题应该
不大”
，但到 25 日，张添吾关机了。
9 月 30 日，蓝某来电说产品出事
了，并第一次承认不是银行的产品。
接完电话，老谭像挨了当头一棒，此
后的事情更令他惊心：光大银行不承
认“中汇盈信九号”是通过银行卖给
客户的，维权过程中，还要求客户出
示录音或录像以自证。
类似的骗局也在交通银行广州耀
中支行内发生。退休教师老李称，在
这家银行里，他和其他 20 多位投资
者分别签下近 3000 万元的协议，涉
事的有原支行副行长杨某，职员黄
某、周某和蔡某。

□

黄

为缓解法官办案压力，提升司法公
信力，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开
展法官进社区活动，将全院法官派驻全
区 46 个社区，设立法官工作室，就地
开展矛盾化解、纠纷调解、法律咨询、
救助帮扶等工作，将矛盾化解“最后一
道防线”前移至“第一线”。
活动开展一年多以来，社区法官们
共开展法律咨询 58 场，接待群众法律
咨询 1000 余人次，走访群众 400 余人
次，帮扶困难群众 134 人，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 400 余起。

送达执行文书

“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在渝水
区法院社区法官工作室，黄某握着法官
的手，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今年春节前，社区法官像往常一样
到社区开展走访，黄某一脸焦急地拦住

铜陵铜帝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行的杭州赛峰电子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诉铜陵豪威富纤维板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铜官执字第00229号执行
裁定书，该裁定书依据你单位在本案执行中的担保责任，追加你
单位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于本裁定送达后三日内履行给付义务，
履行金额：人民币200元万并承担诉讼费、执行费及公告费。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单位在本案执行中用以担保的财产位于
安徽省铜陵县钟鸣镇清泉村的土地使用权 （权证字号：铜国用
[2006]第724号）予以评估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苏漫丽：本院执行的 （2014） 思执行字第 47 号申请执行人
王月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思 执 行 字 第 47 号 执 行 通 知 书 、 执 行 案 件 告 知 书 及
（2014） 思执行字第 47-2 号执行裁定书。根据 （2014） 思执行
字第 47-2 号执行裁定书的内容，案外人潘生强已成为厦门市
思明区海豚湾一期 4 号楼 2501 单元房产的事实权利人，本院将
中止对厦门市思明区海豚湾一期 4 号楼 2501 单元房产的执行。
自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方若未于
本裁定公告送达期满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你方
对本裁定无异议。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张久明、张丽明：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与被执行人张久明、张丽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已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并要求处置张久明、张丽明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
区凤凰西里 2 号 1701 室的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3） 思执
行字第 3293 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启动对上述
房产的评估拍卖程序，并视为你放弃到场参与随机选择评估机
构的权利。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王小燕：本院受理的康志鑫与你及彭永恒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你名下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1935 号 1301 室房产已拍卖
成交，拍卖款 210 万元。本院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作出分配方案，
扣除各项费用后，余款的分配结果为：抵押权人邮储银行受偿
859567.8 元，康志鑫受偿 737443 元，招商银行受偿 12761.20

还有“中泽汇融七号”。这一私募产品
为广东益民旅游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五丰行关联企业） 募集资金，涉事金
额较少，但据受害者统计也有 3000 多
万元。
2014 年 9 月 18 日，纵横天地董事
长陈泽良死亡，公司资金链断裂，“私
募骗局”暴露。

“飞单”频发 银行该担何责

据初步调查，“中汇盈信九号”
涉事金额达 7 亿多元，200 多人血本
无归。

产品未经审批抵押物竟是假的
深圳中汇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1 年，“中汇盈信九号”募
资用途为向纵横天地电子商旅服务有
限公司发放贷款。
记者在 《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
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说明书》 上看
到，该产品采取了土地抵押等风控措
施：纵横天地关联企业五丰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面积为
140787.7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
押。
从事律师职业的受害人老李告诉
记者，为了向他证明投资的稳妥性，

交通银行广州耀中支行的客户经理黄
某曾带他到位于广州天河区柯木塱路
杨梅岭街 2 号查看抵押物。
“我要求看房产证原件，黄只提
供了复印件，显示的所有人为‘五丰
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老李说。
但记者拿到的广州市国土房地产
档案馆提供的资料表明，该处房地产
的所有者为“广东物资集团公司”，
并早已抵押给银行。
说明这是一个骗局的细节还有，
很多受害人的购买凭证竟是“产品说
明书”而非正式的协议文本。“到了
银行就被请进大客户室。没仔细看也
看不懂，反正就一个劲被催着签字转
钱。
”受害人万女士说。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名为“中
汇盈信九号”的私募基金根本就没有

银监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将
银行职员售卖中汇、中泽私募基金的
行为称为“飞单”。他说，近年来，
涉及银行员工私自销售非本行自主发
行、授权和签订代销协议的私募基金
等第三方理财产品的事件时有发生。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以
来，仅广东就发生 9 起“飞单”事
件，涉及中国工商银行等 7 家国有及
股份制银行，引发至少 10 批群体性
上访维权事件。
“目前，理财产品中‘飞单’频
发，消费者维权艰辛。”中央财经大
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
震说。
“中汇、中泽私募基金骗局”爆
发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称，该行从
来没有售卖过“中汇盈信九号”等理
财产品，这是已离职员工个人私售行
为，而且客户购买时应该知道这不是
银行的产品。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则表
示，这是银行离职员工做的业务，经
核查客户划转资金的 IP 地址不是通
过银行 WIFI，可以证明客户并不是
在该行购买产品。
两家银行均认为，产品不是银行
产品，也不是银行代理产品，银行并
未在合同上盖章，有没有责任需要由
公检法部门来定。

对银行方面的说法，不少受害者
称，分明是在银行里进行的交易，对方
还穿着制服，怎么一下子就成为离职员
工了呢？
“上班时间，穿着银行制服在银行
的大客户室里面签订协议，而且一次划
转 3120 万 元 ， 银 行 没 有 异 议 。 要 知
道，平时我们调动 200 万以上，银行行
长就会出来问是不是没有服务好。”老
谭既生气又费解。
“银行确实没有在上面盖章。但我
们以前很多在银行买的理财产品没有银
行盖章都得到了兑付，难道是职员一直
在银行非法销售？银行的监管又在哪
里？”受害者李永生说。他向记者提供
了从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在交通银行
购买的“中融—民生发展 1 号”信托产
品，记者发现上面确实没有银行盖章。
“如果在银行场地销售，那就是职
务行为，银行应根据责任大小先行承担
赔付责任。”黄震认为，只要是在工作
时间、在工作场地售卖的产品，客户就
有理由相信这是银行员工的职务行为而
非个人行为，银行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广东省银监局有关人士表示，将严
肃核查“飞单”行为，对在“飞单”中
负有管理责任的银行，适时采取审慎监
管强制措施，及至实施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

法官进社区 新余渝水的“前进战略”

卫

快 当天解决矛盾纠纷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濉溪县
人民法院组织新任 48 名人民陪审
员赴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培
训。
（方 好）

经过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警方称，
2013 年，深圳中汇盈信基金公司负
责人卢某获悉纵横天地有融资需求，
双方约定每笔 24％的年化收益。此
后，基金公司在一些银行进行募资，
许诺投资人可以根据投资条件不同获
6.5％－14％的年化收益。
和“中汇盈信九号”相关的骗局

大客户室里的骗局

了社区法官。原来，黄某是一家物业公
司的经理，部分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的
事情让他焦头烂额。到法院打官司时间
长，马上又要过年了，这才赶紧找到社
区法官。社区法官经过一番了解，很快
确认了调解思路，立马上门走访拖欠物
业管理费的业主，经过释法说理，业主
主动缴纳了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法官进社区后，当事人有矛盾纠纷
可以直接到法官社区工作室咨询，社区
法官会一一作出解答并进行调解；对于
无法调解，确实需要进入诉讼程序的矛
盾纠纷，社区法官会积极协调立案庭及
时立案处理；对于涉弱势群体、追索劳
动报酬等案件，该院还开辟绿色通道，
优先受理。

法院的帮助，我今后的生活都不知道怎
么办了！
”
42 岁的被帮扶对象郭某对正在
进行走访帮扶的法官们激动地说到。
2009 年 6 月 19 日，郭某在吊砖时
不慎从二楼摔下，后经鉴定为二级伤
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终年卧病在
床。渝水区法院在积极帮他执行赔偿款
的同时，还将其纳为结对帮扶对象，帮
其渡过生活难关。
该院除对帮扶对象开展救助外，对
于弱势群体和特困人员，积极开展司法
救助。2013 年至今，渝水区法院依法
对 53 名困难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
费 44.818 万元，对 36 名经济困难的刑
事被害人、申请执行人发放司法救助款
20 余万元。

帮 走访救助困难群众

喜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真是谢谢你们了，要不是有你们

元，陈礼标受偿 170476 元，钟兴存受偿 68191 元，彭海服受偿
41672 元，彭内天受偿 11365 元。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分配方案。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若你对本分配方案有异议，请在收到本分配方案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李朝阳：盖金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金民二初字第
156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认的还款
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金执字第412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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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自动履行给
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名下位于金水区东风路
30号2号楼5单元6-7层49号的房屋用于清偿债务。另责令你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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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朱海欧：本院受理张琳申请执行朱海欧、孙青林公证债权
借款一案，需对朱海欧所有位于新乡市人民路六分区辉龙花园
4 号楼 N 单元 6 层东户 140.92 平方米房产价值进行评估，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及参加现场勘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到我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并参加房屋
勘验。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我院将采取摇号方式确定
评估机构。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买志远：本院受理郭良玉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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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红法执字第633-1号
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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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瓦房店文锋轴承厂、瓦房店市辰龙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卢
时明、卢时昕、张胜男：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大连骏成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人大连骏成担保有限公司
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中执字第 1501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登报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
行本院 （2013） 中民初字第 382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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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凌峰、大连凌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连龙合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4） 中执
字第 1433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已经发生效力的本院
（2013） 中民初字第 408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
人履行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
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李桂莲、林树立：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李兴民申请执行你
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你二人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我院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依法对李桂莲所有的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街新
世纪广场10号商业楼 （价格：86.56万元） 进行了拍卖，因无人
竞价而流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二人送达《关于乌兰浩特市和平街商业用房拍卖
流标的报告》，并定于2015年3月10日进行第二次拍卖，拍卖价
格为原价基础上降价 20％。拍卖时间：2015 年 3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拍卖机构：兴安盟新岸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地点：乌兰
浩特民族解放纪念馆二楼。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
李崇君：本院受理张菊妮、曹素芬、郑红豆、郑红磊申请执
行你、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向你住所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手续，因你
去向不明，未能签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锡执字第
42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扣押财产清单、内锡众鉴报字
【2014】 第 27-28 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及 （2013） 锡执字第
42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
沈阳市文达实业有限公司：徐井胜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2014)西民初字第 19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权利人徐井胜于 2014 年 5 月 1 日依法向本院申请执行。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中，本院依法将

的，我们院最近在开展法官进社区活
动，今天我们是来你们社区报到的。”
“知道，你们就是来转一下。”
这是该院社区法官们到社区报到
时与社区负责人的对话。
从中不难看出，社区对法院开展
的这项活动还不大认可，认为这只是
法院在“作秀”
。
为打消这种看法，打开艰难局
面，切实帮助群众解决法律难题、矛
盾纠纷，渝水区法院出台了 《法官社
区工作制度》，从民意沟通、指导调
解、诉调对接、法律咨询、宣传教
育、司法建议、帮扶走访、巡回审
判、创新机制等方面明确规定了法官
进社区的工作职责。
制度要求每名法官每周至少进
社区一个工作日，及时倾听民意，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化解矛盾纠
纷；每个工作室设一套宣传册、印

被执行人名下位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工业园区一号矿区砖混
结构房屋 32 间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
(2014)西法执字第 48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曰内来本
院领取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逾期本院将依法对被查封房
屋进行评估作价。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
王昆：关于申请执行人贾亚宏与被执行人王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被执行人王昆名下晋AWK4444辉腾轿车一辆，于2014年
12月29日上午10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 （太原市迎泽大街388
国际大厦2层会议厅） 进行公开拍卖，本院通知你于拍卖日到场，
未到场视放弃优先购买权。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王四狗：本院受理闫建勤申请执行（2014）离民二初字第22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离法执字第203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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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浩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蓝浩芝、周文莲：本院
依 据 已 经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的 （2013） 金 牛 民 初 字 第 18 号 、
（2013） 足法民初字第 4348 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受理刘仕洪、张
成建申请执行你们两案，已依法向你们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因
你们未履行法定义务，依法将周文莲名下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二
环路西三段 181 号 1 栋 6 楼 12–23 号房屋及屋内物品 （建筑面
积 548.98 M2） 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四川大成 （2014Z） 房字第 123 号房地产估价报
告等，房屋及屋内物品评估价分别为 331.69 万元、7 万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日 10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逾期不履行
义务，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屋遴选拍卖机构进入拍卖处置程
序。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赵凌云、杜岗：本院于2014年1月2日立案受理周鸿江、王旭
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 786525 元，执行费
10265元。在执行过程中，评估了杜岗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
168 号 1 栋 1 楼 47 号的车位 （业务件号：权 1177798），评估价
170100元，单价12141/平方米。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川天
衡房评[2014]字第102–01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判决书，本院将对杜岗
的上述财产依法予以拍卖。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一张便民联系卡、建一个法官便民
邮箱，公开一部便民服务电话，建
一个工作台账，达到“五个一”标
准；社区法官要主动走访排查，向
社区干部、其他群众了解社情民
意，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和服务；开展普法宣传、巡回审
判，以案说法，宣传法律政策。该
院还明确将法官进社区的开展情况
纳入全年重点工作绩效评估进行考
评，并作为对干警业绩考评、奖优
罚劣的重要依据。
严格的要求和为民的情怀也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从今年前三
季度的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来看，
渝水区法院位于全省第 32 位，较去
年有了大幅提升。一开始排斥的王
书记也对法院工作树起了大拇指，
居民们逐渐熟悉并信赖了这些社区
法官。

云南成梓经贸有限公司、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昆明钰滇工
艺美术品有限公司、孙速、王芙蓉、朱元平、朱元敏、苗军才：本
院受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执行云南成梓经贸有限
公司、云南高泰高贸易有限公司、嵩明明鑫焦化有限公司、昆明钰
滇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孙速、王芙蓉、朱元平、朱元敏、苗军才
借款合同纠纷二案，本院已依法将执行申请人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变更为云南昊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3）昆民执字第369、370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蒋明燕：本院受理张晋涛、张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执
行。你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对你名
下的房地产一宗进行价格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鸿房评估瑞
字（2014）第10-003号房产估价报告、鸿房评估瑞字（2014）第
10-004号房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此估
价报告，逾期即视为送达。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郑锡照、王旭：本院在执行（2013）温瓯执民字第52号案件中，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追加郑锡照、王旭（公
书身份号码分别为：440785196309031675，421126198708100918）
为本案被执行人。限你们于裁定送达之后三天内支付申请执行人金艳
平赔偿款444353.36元。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沈明喜、沈海波：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江西省万隆实业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沈明喜、沈海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 （2014） 乌仲裁字第 25 号裁决书副
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地址：乌海市滨
河区行政中心B座111室。
乌海市仲裁委员会
北海泰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TAE HWA CO.,LTD、金学泉：申
请人山东东岳国际经贸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海泰华木业有限
责任公司、TAE HWA CO.,LTD、金学泉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13)济仲裁字第0967号仲裁裁决书，现依
法予以公告。请被申请人北海泰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TAE HWA
CO.,LTD、金学泉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会领取（2013）济仲裁字
第0967号裁决书及仲裁员公正声明，到期视为送达。
济南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