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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九批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九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4〕3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
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
产建设兵团分院：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
的规定》 第九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刊发的对全国法院审
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进行了
编纂。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现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
证、学位证案等七个案例 （指导案例 38-44

号），作为第九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
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24日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25日发布）

指导案例38号

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拒绝授予学位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25日发布）

指导案例39号

⇨⇨下转第三版

关键词
行政诉讼 颁发证书 高等学校

受案范围 正当程序
裁判要点
1.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因违反校

规、校纪而拒绝颁发学历证书、学位
证书，受教育者不服的，可以依法提
起行政诉讼。

2.高等学校依据违背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校规、校纪，对受
教育者作出退学处理等决定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3.高等学校对因违反校规、校纪
的受教育者作出影响其基本权利的决
定时，应当允许其申辩并在决定作出
后及时送达，否则视为违反法定程
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

条
基本案情
原告田永于 1994 年 9 月考取北京

科技大学，取得本科生的学籍。1996
年 2 月 29 日，田永在电磁学课程的补
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
的纸条。考试中，去上厕所时纸条掉
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
发现其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
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
试。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根据原国家教
委关于严肃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于
1994 年 制 定 了 校 发 （94） 第 068 号

《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简
称第 068 号通知）。该通知规定，凡考
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取消
学籍。被告据此于 1996 年 3 月 5 日认
定田永的行为属作弊行为，并作出退
学处理决定。同年 4 月 10 日，被告填
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退学处理决定
和变更学籍的通知未直接向田永宣
布、送达，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
续，田永继续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
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1996
年 9 月，被告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
之后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
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
补助津贴，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
业实习设计，由其论文指导教师领取
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
永 还 以 该 校 大 学 生 的 名 义 参 加 考
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
算机应用水平测试 BASIC 语言成绩
合格证书。被告对原告在该校的四年
学习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
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为全班第九名
的事实无争议。

1998 年 6 月，田永所在院系向被
告报送田永所在班级授予学士学位表

时，被告有关部门以田永已按退学处
理、不具备北京科技大学学籍为由，
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书，进而未向教
育行政部门呈报田永的毕业派遣资格
表。田永所在院系认为原告符合大学
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但由于
当时原告因毕业问题正在与学校交
涉，故暂时未在授予学位表中签字，
待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被告因此未
将原告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的名单
交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因被告
的部分教师为田永一事向原国家教委
申诉，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 1998 年
5 月 18 日致函被告，认为被告对田永
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
查。同年 6 月 10 日，被告复查后，仍
然坚持原结论。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
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北京科技大学
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
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1999 年

2 月 14 日 作 出 （1998） 海 行 初 字 第
00142号行政判决：一、北京科技大学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田永颁
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二、北京科技

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组织
本校有关院、系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对
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三、
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
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有关田
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四、
驳回田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科技
大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1999 年 4 月 26 日作出 （1999）
一中行终字第 73 号行政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我国法

律、法规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
有进行学籍管理、奖励或处分的权
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历
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与
受教育者之间属于教育行政管理关
系，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涉及受教育
者基本权利的管理行为不服的，有权
提起行政诉讼，高等学校是行政诉讼
的适格被告。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相应的教育自
主权，有权制定校纪、校规，并有
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
处分，但是其制定的校纪、校规和
据 此 进 行 的 教 学 管 理 和 违 纪 处 分 ，

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本案原告在补考中随身携带
纸条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的行
为，被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
但其对原告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所依
据的该校制定的第 068 号通知，与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第
二十九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
触，故被告所作退学处理决定违
法。

退学处理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
育权利，为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
从正当程序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
决定向当事人送达、宣布，允许当
事人提出申辩意见。而被告既未依
此原则处理，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
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
续。被告于 1996 年 9 月为原告补办
学生证并注册的事实行为，应视为
被告改变了对原告所作的按退学处
理的决定，恢复了原告的学籍。被
告又安排原告修满四年学业，参加
考核、实习及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
答辩等。上述一系列行为虽系被告
及其所属院系的部分教师具体实

施，但因他们均属职务行为，故被
告应承担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
果。

国家实行学历证书制度，被告
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对
取得普通高等学校学籍、接受正规
教育、学习结束达到一定水平和要
求的受教育者，应当为其颁发相
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该学生具
有的相当学历。原告符合上述高
等学校毕业生的条件，被告应当
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 《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为原告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
书。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证书
是评价个人学术水平的尺度。被告
作为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学士学位
授予机构，应依法定程序对达到一
定学术水平或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
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 第四条、第五条、第十
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颁发学士学位证
书的法定程序要求，被告首先应组
织有关院系审核原告的毕业成绩和
毕业鉴定等材料，确定原告是否已
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
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否具备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
作的初步能力；再决定是否向学位
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
者的名单，学位评定委员会方可依
名单审查通过后，由被告对原告授
予学士学位。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学位授予 高等学校

学术自治
裁判要点
1.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有

权对学位申请人提出的学位授予申请进
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授予其学位。申请人
对高等学校不授予其学位的决定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
理。

2.高等学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的有关规
定，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的授予学
位的学术水平标准，以及据此标准作
出的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四条、第八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
基本案情
原告何小强系第三人华中科技大学

武昌分校 （以下简称武昌分校） 2003
级通信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武昌分
校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无学士学位
授予资格。根据国家对民办高校学士学
位授予的相关规定和双方协议约定，被
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意对武昌分校符合学
士学位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
位，并在协议附件载明《华中科技大学
武昌分校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
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具有我校
学籍的本科毕业生，符合本 《实施细

则》中授予条件者，均可向华中科技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授予学士学
位”，第三条规定“……达到下述水平
和要求，经学术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
者，可授予学士学位。……（三）通过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 2006 年 12
月，华中科技大学作出 《关于武昌分
校、文华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规定》，
规定通过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是非外
国语专业学生申请学士学位的必备条件
之一。

2007年 6月 30日，何小强获得武昌
分校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由于其本科学习期间未通过全国英语四
级考试，武昌分校根据上述《实施细则》，
未向华中科技大学推荐其申请学士学
位。8月 26日，何小强向华中科技大学
和武昌分校提出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的申
请。2008年 5月 21日，武昌分校作出书
面答复，因何小强没有通过全国大学英
语四级考试，不符合授予条件，华中科技
大学不能授予其学士学位。

裁判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

2008年 12月 18日作出 （2008） 洪行初
字第 81 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何小强
要求被告华中科技大学为其颁发工学学
士学位的诉讼请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09 年 5 月 31 日 作 出
（2009） 武行终字第 61号行政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主要涉及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是否
合法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问题。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被告华中科
技大学具有审查授予普通高校学士学
位的法定职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第四条第
二款“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
对达到学士学术水平的本科毕业生，
应当由系向学校提出名单，经学校同
意后，由学校就近向本系统、本地区
的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推荐。授
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有关的系，对
非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推荐的本

科毕业生进行审查考核，认为符合本
暂行办法及有关规定的，可向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
得者名单”，以及国家促进民办高校办
学政策的相关规定，华中科技大学有
权按照与民办高校的协议，对于符合
本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民办高校本
科毕业生经审查合格授予普通高校学
士学位。

本案中，第三人武昌分校是未取得
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民办高校，该院
校与华中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约定，武昌分校对该校达到学士学术
水平的本科毕业生，向华中科技大学
推荐，由华中科技大学审核是否授予
学士学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的规定和华中
科技大学与武昌分校之间合作办学协
议，华中科技大学具有对武昌分校推
荐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审查和决定
是否颁发学士学位的法定职责。武昌
分校的本科毕业生何小强以华中科技大
学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未授予其
工学学士学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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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
定。因此，华中科技大学是本案适格
的被告，何小强对华中科技大学不授
予其学士学位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二、被告制定的《华中科技大学
武昌分校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
施细则》第三条的规定符合上位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四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
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
予学士学位：（一） 较好地掌握本门
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
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暂行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实
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
细则。”该办法赋予学位授予单位在
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所规定授予学士学位基本原则的基础
上，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学士学位
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华中科技大

学在此授权范围内将全国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属于学
术自治的范畴。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
学自主权，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
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
和要求，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
细化，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
条的原则性规定。因此，何小强因未
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不符合华
中科技大学学士学位的授予条件，武
昌分校未向华中科技大学推荐其申请
授予学士学位，故华中科技大学并不
存在不作为的事实，对何小强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三、对学校授予学位行为的司
法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各高
等学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
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
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水平衡量
标准，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等学校
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前提
下，确定较高的学士学位授予学术
标准或适当放宽学士学位授予学术
标准，均应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各自
的办学理念、教学实际情况和对学
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决定。对学
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
影响高等学校的学术自治原则，学
位授予类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查的
范围应当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26日（总第6194期）

郭宝泉：申请执行人闫德建与被执行人郭宝泉债权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查封了位于菏泽市佃户屯办事处庞庄社区的房院
一处，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菏开执字第 192号执行通
知书及执行裁定书及 （2014） 菏开技委字第 182号选择专业机
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请
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二下午十五时到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
法院机构选择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
场不影响选择专业机构的进行和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专业机
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另行公告通知你选择评估名称、不再另
行公告送达勘验通知和选择拍卖机构通知，将直接组织专业机
构对现场进行勘验，直至评估、拍卖。评估结果出来后不再另
行送达评估报告。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菏泽旭日食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山东省牡丹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与被执行人菏泽旭日食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了你公司机器设备一宗，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4） 菏开技委字第 174号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请在本公告送达
次日的下周二下午十五时到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机构选择
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
专业机构的进行和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专业机构确定后，本
院将不再另行公告通知你选择评估名称、不再另行公告送达勘
验通知和选择拍卖机构通知，将直接组织专业机构对现场进行
勘验，直至评估、拍卖。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静：申请执行人杨坤与被执行人陈静债权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查封了你位于菏泽开发区帝都花园14号楼2单元2101室房
屋一处，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菏开技委字第179号选择
专业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二下午十五时到菏泽经济开发区
人民法院机构选择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选择专业机构采用随机
（摇号）方式确定，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不影响选择专业
机构的进行和对外委托评估的效力。专业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
再另行公告通知你选择评估名称、不再另行公告送达勘验通知和
选择拍卖机构通知，将直接组织专业机构对现场进行勘验，直至
评估、拍卖。 [山东]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洪利、金伟成、徐希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铁成与

你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 （2014）
威环执字第190-5号执行裁定书、及对涉案的威海市环翠区张
村镇滨海明珠 26号 708室、威海市环翠区沧口路 8-1号楼 603
室的圣达房估字[2014]第4052号、4053号房产估价报告（评估
值；26号708室，42.6万元、8-1号603室，45万元），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本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5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自本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限你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二个周周四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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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到场，
视为自动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本院将依法确定拍卖机构
并处置上述房产。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乐陵市聚富圣汇酒店有限公司、庞彪、史建亮：本院受理马
治学、刘中成诉乐陵市聚富圣汇酒店有限公司、庞彪、史建亮为
借款纠纷一案，申请人马治学、刘中成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委托
德州天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乐陵市聚富圣汇酒店有限公司所有
的设备及设施一宗进行评估，已作出德天和估字 （2014） 第
0602024号价格评估报告，现予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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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山东]乐陵市人民法院

李恒胜：本院受理崔晓文申请执行（2013）金民初字第559号
民事判决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你所有的美
国 凯 斯 CX210B- EN 挖 掘 机 （大 架 子 号 为 DAC210K5NA⁃
HAH3207）的评估报告（该挖掘机评估价值74.75万元）、（2014）
金执字第359-5号执行裁定书，拍卖你所有的美国凯斯CX210B-
EN挖掘机（大架子号为DAC210K5NAHAH3207）一辆，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3日后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挖
掘机。 [山东]金乡县人民法院

王跃进、东营永顺物流有限公司：本院申请执行的申请执
行人刘天君与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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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执字第 1611 号一案的鲁
E08983（鲁ED303挂）车辆价值评估鉴定意见报告书，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之日后 15日选
择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评估、拍卖程序中的相关权利，本
院将继续推进评估拍卖程序。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刘金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丘市支行申请执行（2011）安商初字第952号民事判决书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2）安执字第1193号执行裁
定书（查封房产）、1193-1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房产），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执行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安丘市圣澳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周秀芹、王勇
刚申请执行（2014）安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中，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安评报字[2014]第12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2014）安执字第739号回赎通知书、第739号、第
739-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自逾期之日起
第三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自行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拍
卖机构，本院将依法拍卖。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陈颖：本院受理贾淑珍、刘福民申请执行叶青仙租赁合同纠纷
（2012）朝双民五初字第00472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3）朝双执字第010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你为
本案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限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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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郑国臣、陈海霞：本院受理张永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 （2012） 朝双民二初字第 00215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朝双执字第 00364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评估、拍卖你们所有的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北大街金叶地王
花园 36号楼 3201号楼房一套。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并限你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
延）到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如逾
期则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对该房屋进行评估、
拍卖。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王守成：本院受理单学强诉你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申
请人单学强申请执行 （2013） 辽民二终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鞍执实字第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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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山东省青州琛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游忠喜与你们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青岛市
城阳区人民法院（2012）城商初字第137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送达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4）城
执字第1774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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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葛迪迪、赵强：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
行申请执行葛迪迪、赵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青岛衡元
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葛迪迪名下位于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397号40号楼3单元401户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 2014）青衡
房估字第549号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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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付款义务，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
屋。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青岛江辰特种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与青岛江辰特种工具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蔡丹向本院申请变更为该案的申请
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请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崂山罐头食品冷藏厂、青岛浩大塑胶有限公司、青岛
浩大乳品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济南办事处与青岛崂山罐头食品冷藏厂、青岛浩大塑胶有限公
司、青岛浩大乳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
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
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即墨市丽华棉织厂、青岛墨河印染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中国银行即墨市支行与即墨市丽华棉织厂、青岛墨河印染有限公

司借款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
主体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
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墨河印染有限公司、即墨市丽华棉织厂：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中国银行即墨市支行与青岛墨河印染有限公司、即墨市丽华棉织
厂借款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
主体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
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牛牛电器有限公司、青岛牛牛注塑设备有限公司：本
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牛牛电器有限
公司、青岛牛牛注塑设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
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为该案的
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主体申请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
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普乐斯铅笔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
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普乐斯铅笔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过程
中，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为该
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主体申
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
申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田富电缆有限公司、山东泰山国际集团青岛电器电缆有
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即墨市支行与青岛田富
电缆有限公司、山东泰山国际集团青岛电器电缆有限公司借款纠
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
主体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
体申请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西海岸房地产开发公司、青岛西海岸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岸
实业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西海岸
房地产开发公司、青岛西海岸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岸实业公司借款纠
纷一案过程中，申请人山东省鑫意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
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变更执行主体申请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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