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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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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祝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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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中旬，一则消息在绍兴坊间不胫而走：薇儿乐国际母婴会所(以下简称

薇儿乐)美女老板杀死情人后，将公司账本和百万元钞票撒入镜湖，然后企图自杀。

2014年12月15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内，法官宣读了对此案的

一审判决书：“被告人朱小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槌应声敲下，被告人席上低着头的短发女子早已满面泪水，成功、金钱、爱

情、名声……这些炫目的光环曾经围绕在她身边，让她拼了命地去追求去付出，如

今却如流沙般穿过指缝：家，早就散了；情人，死在自己手中；事业，只剩下巨额的债

务……此刻回首往昔，犹如黄粱一梦。

毒杀情人与巨额债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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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痛下杀手后抛弃
百万钞票

2013年 8月 9日上午，濒临崩溃
的朱小妹将盐酸阿米替林片的溶液储
存于空矿泉水瓶中，同时将平时口服
的灵芝胶囊中的粉剂倒空，填入盐酸
阿米替林片后再制成胶囊并放回原瓶
内，每颗胶囊含 6 片盐酸阿米替林
片。

2013 年 8 月 10 日晚上 11 时许，
朱小妹约林某商量资金问题，林某回
答说：“资金一直是你自己管控的，
你自己去想办法。”

一心以为林某可以依赖的朱小妹
听了这句话觉得很是震惊，委屈和无
助到了极点。“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解
决资金困难，这次确实困难很大，8
月 11日和 12日都有大笔的资金要支
出。再说他妹夫遇到资金困难时，我
也给他解决过几次，我们公司的资金
来源与去向他都很清楚，现在他说这
样的话，我非常生气，我离婚也有他的
原因，我不找他商量，去找谁商量？”

当晚，朱小妹还在林某的手机里
发现他和他妻子的微信，发现他们在
讨论要购置房产，这让朱小妹更觉得
林某没有打算和自己在一起，觉得感
情上受到了欺骗。

于是，朱小妹偷偷在事先准备的
饮料中加入配好的盐酸阿米替林溶液
让林某喝下去，可是他表示不好喝，于
是朱小妹又骗他服下一颗含6片盐酸
阿米替林片的“灵芝胶囊”。

8月 11日上午 9时，两人醒来，离
张某要提取 1700 万余元资金的时间
越来越近，朱小妹再次和林某讲到资
金问题，让他帮忙想办法解决，林某根
本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昨天跟你讲
过了，资金的问题你自己解决。”

他决绝的眼神跟表情让朱小妹彻
底绝望了。

朱小妹再次骗林某服下4颗含24

片盐酸阿米替林片的胶囊，林某逐渐
失去反应。

朱小妹根据林某的脉搏、呼吸等，
判断他已死亡后，于当日下午 1时 30
分许离开住所。

为防止事情败露，朱小妹带走了
林某的手机。林某的妻子和公司同事
都给林某打过电话，无人接听。但她
以林某的口气回复了林妻的微信，大
意是很累，有事情明天说。

此后，朱小妹接了儿子，开车到马
鞍看了姐姐，又在父母的小区外看了
看，最终没有进去。回到绍兴后又去医
院的朋友那里配了一瓶安眠药，然后与
前夫及儿子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饭。

做完这些，她又回到了和林某的
住处，确认他是真的死了。“我整个人
真的失了魂，下去一楼后再也不敢去
二楼”。

失魂落魄的朱小妹到一处工地附
近的镜湖边，把所有的账册和百万钞
票撒入湖中。当晚 7 时多，她到酒店
开了房间，到12日凌晨4时许，在床上
写好遗书，服下了安眠药。

朱小妹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她所
欠下的巨额债务，可以逃避被她毒杀
的情人，可以逃避家人、社会的侧
目，认为所有事情都一了百了。

但是醒过来的时候，她失意地躺
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她知道，自己
所犯下的错误，注定要受到法律的惩
罚和良知的谴责。

柏拉图说，理性是灵魂中最高
贵的因素。走进朱小妹越扩越大的
集资圈和“不由自主”的婚外情，日
益觉察理性在女人生命中的位置如
此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感情世界的

“不由自主”，她不会在生命和精神
上死过两次，当她把公司账册和百
万钞票丢向镜湖的时候，伤害最深
的一定是遭到背叛和命运嘲讽的感
情。

爱本身是感性的，但如果没有
理性掌舵，往往会输得头破血流、体
无完肤。如果在事业最无助和人生
最软弱的时候，有真正爱她的人陪
伴左右，共同承受这集资的“黑洞”，
夜一定不会那么深。可她在考量爱
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自主过”：和不
爱的人订婚，爱上别人却和订婚人
结婚，婚后哪怕生了孩子依然沉迷
婚外情，最终的噩梦又怎能躲避？

2013 年 8 月中旬，一则消息在绍兴
坊间不胫而走：“城南那家叫薇儿乐的高
档月子会所关门啦！”除此之外，各种更
加匪夷所思的流言也如潮水而来：“总经
理自杀啦！”“不是吧，听说死的是董事
长，而且死在总经理家里。”“薇儿乐欠了
一屁股债呢”……

人们所说的薇儿乐，是 2013年 1月
刚刚试营业的绍兴首家高档月子会所，
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内部设施均按五
星级酒店标准建设，坐月子收费近 4万
元，被当地媒体形容为“搅动绍兴母婴产
业一池春水”，而这家会所的法定代表人
朱小妹，也随之走进公众的视线。

这个在绍兴马鞍镇长大的女老板有
着一份看起来很励志的简历：高中文化
学历，在绍兴县的一家钢厂待了5年，之
后做过保险、房产中介等各种工作。一路
走来，看起来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登上
了成功的峰顶：她不仅创办了绍兴最高
档的月子会所，还有一座面积不小的山庄
正在装修并即将对外营业，在绍兴最繁华
地段还经营着一家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

名下有多所别墅豪宅，开的是豪华跑车，见
过她的人都用“容貌姣好，身材保持不错”
来形容这个42岁的女人，“美女老板”四个
字对朱小妹来说可谓是实至名归。

可谁也不知道，朱小妹的生活犹如
一袭华美的长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在
2013年 8月 12日，这繁华的泡沫突然破
灭。

那天下午 2 时许，绍兴某星级大酒
店的3楼一间客房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
意，这间房的客人是前一天晚上 7时左
右入住的，“一位40岁出头的女士，穿着
打扮很年轻”。

到8月12日下午2时应该退房的时
候，这位房客既没有退房也没有续住，服
务员多次敲门，并尝试用房卡开门，都没
有成功，房间电话和客人留的手机号也
没有人接听。

“情况有异常！”酒店工作人员强行

进入了房间，却发现房客躺在床上已经
奄奄一息，床头柜上有一个药瓶，只剩一
半药片。这个女房客正是朱小妹。

随后赶来的家人在朱小妹留在酒店
房间的物品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林某可能在绍兴某小区朱小妹住所里。
纸条旁边放着一部黑色的苹果手机，手
机旁写着“这是林××的手机”。

这位林某正是朱小妹的生意伙伴，
月子会所的董事长。

被朱小妹突然自杀惊得手足无措的
家人没有想太多，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到
了医院。

被送进医院的朱小妹被诊断为盐酸
阿米替林中毒，盐酸阿米替林是精神类
药物，有安眠作用。

此时陆续赶来的家人和公司同事想
到应该联系公司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林
某，但林某却不知所踪。一种不祥的预感

让人们想到了在酒店中发现的那张纸
条，并根据纸条上的地址找去。当晚 9
时，他们在纸条上所说的地址——朱小
妹住所的二楼卧室中，发现了已经死亡
的林某，经鉴定死于盐酸阿米替林中毒。

而几个小时后，脱离危险的朱小妹
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后，突然坐起身来
拉着身边的家人，语无伦次地叫喊：“我
杀了人啦！……在家里……在二楼！”

直到这一天，朱小妹的家人才知道，
她在几年前已经和丈夫离婚，死去的林
某正是她离婚的原因，而这位成功的女
强人此前的投资款大部分都是以高利息
为饵骗来的，集资诈骗实际高达 1.9 亿
元，但在自杀时，她银行卡中仅剩 10万
余元，留下了巨额的债务漏洞。

情人、骗局、反目、杀意，美女老板光
彩夺目的油彩一时间斑驳褪色，背后的
种种不堪在这一夜之后，大白于天下。

高息为饵两年诈骗1.9亿元
最深的欲望总能引起最极端的罪

恶。对金钱和感情的贪婪，让祸根的阴影
早已在朱小妹身边危机四伏。

2011年前后，朱小妹和林某在绍兴
牌口投资了“源于山庄”项目，朱小妹负
责资金，林某负责具体装修，开始计划
200万元至300万元可以完成，但后来投
资逐步增加，资金上开始捉襟见肘。

于是朱小妹想到了张某，这个手头
有着大笔资金的妇人是她 2011 年左右
经人牵线认识的。当时，张某希望由“路
子广”的朱小妹帮忙介绍银行存款月底
冲量的生意。当朱小妹为山庄项目的资
金问题犯愁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
某。

于是朱小妹对张某谎称银行除了月
底冲量，平时还有一种银行业务，资金随
时支取，利息按日计算，回报比较高，等
张某把资金打过来，朱小妹就把资金挪

用到山庄的投资中去。
当时朱小妹给张某的回报是1万元

每天3.7元，后增加到4.78元，约定10天
或 20天付一次利息。到后来，朱小妹向
张某集资金额达到上亿元，给她每个月
的利息就要1000万余元。

由于没有回报可以支付利息，而资
金缺口越来越大，从2012年5月份，朱小
妹开始向多人借款，利息也越来越高，而
收到的钱又如流水般花了出去：山庄的
装潢、薇儿乐母婴会所的投入、房地产，
给她自己和林某买的豪车，两人共同的
爱巢，另外就是付高额利息。

事实上，源于山庄在案发前还没有
经营，薇儿乐直至事发也没有赚多少钱。

朱小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她
只知道自己只能把吸收资金的人员不断
增加，“吸收的资金越多，才能把自己的
盘子经营下去”。

后期的朱小妹可以说已经是顾头不
顾尾了，能拖一天是一天。“我明白债务
危机早晚要爆发的，我的注意力主要在
进来的资金能不能付得上利息和别人要
提走的资金上，因为我对数字的记忆很
差，而且后期已经对本金不怎么注意了，
只对要付的利息关注。”

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8 月，朱小妹
以存入银行月底冲量赚取高额利息、投
资购买土地、楼盘、经营公司等为名，以
月利率 1.5 分至 5 分不等的高利率为诱

饵，骗取张某及傅某等 9人资金共计 10
亿余元，归还本金利息 8.4亿余元，实际
骗得 1.9 亿余元，除部分用于公司经营
外，其余用于支付高额利息及个人挥霍
等。

就用这样“后债还前债”的方法勉强
支撑到2013年，朱小妹的资金链濒临崩
溃。2013 年 7 月，张某提走 5000 万元，8
月初又提走2000万元，这时朱小妹的银
行账户中已经没有钱了。

案发前几天，张某又提出要在 8 月
11日、12日提走 1700万余元时，朱小妹
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资金，“后债还前
债”的把戏至此穷途末路，于是她想到了
自杀。

如果说集资诈骗的把戏败露是朱小
妹走向绝路的主因，那么与林某感情的
失败，就成了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
草。

朱小妹和林某相识于 10 多年前，
“当时他已经结婚，我刚订婚，按照我们
农村的习俗，订婚后是不能反悔的，不
然跟离婚差不多，就这样我们各自组
建了家庭，但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
现在”。

2009年前后，朱小妹和林某开始以
合作伙伴的身份共同投资项目做生意，
成为人们眼中的黄金搭档，而在朱小妹
看来则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种”。
林某的一切，大到事业投资，小到内外衣
着，她都很用心。

因为彼此都有家庭和孩子，这注定

是一段不能暴露在阳光下的感情，甚至
案发后他们身边的同事朋友都不知道两
人的情人关系。

但是朱小妹却深深地沉迷于其中。
“他说过，如果失去我，他就会没了工作
动力和生活的方向，当时我很感动。”

2013 年，朱小妹和前夫离婚，离婚
前，林某对朱小妹讲：“你要嫁人，第一个
肯定轮到我。”

这句话让朱小妹更认定了将和林某
共度人生：“我以为他是想跟我在一起
的。”

但朱小妹没想到，这是一句林某至

死也没有兑现的承诺。“他只有周一的时
候会陪我一起住，其他时间都是回他自
己的家，他还说之所以周一他能够出来
是因为他骗他老婆说‘周一要在公司值
班’，这话让我非常伤心。”

2013年 2月 14日情人节，“他说在 5
月 14 日我生日的时候会给我一个满意
的答复，与他老婆签离婚协议，但他至今
没有离婚”。

案发前的 2013 年 8 月 8 日，不是周
一，朱小妹因为资金链即将崩溃而承受
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希望林某能留下来
陪伴，但是“那晚他陪我到 11时就回家

了，当时我伤透了心，就有了同他一起死
的想法”。

朱小妹之后在自白书中这样描述当
时的心理状态：“工作、生活、感情、资金
等诸多压力让我的生活质量极差，而我
又必须带上阳光的面具微笑面对每个
人。每晚回到家，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
有时开着车会在街上逗留很长时间，不
想回到任何地方，这种压力只有自己明
白。”

感情和资金，这两条绳索彼此交缠
呼应着，把朱小妹最终引向了一条不归
路。

宣称对方背叛陷情感危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12日（总第6209期）

何美蓉：本院受理申请人王秀峰与被执行人何美蓉民间借
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0融执行字第384号告知评估结果通知书：经摇
珠确定由福建光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你所有坐落
福清音西加州城4#楼803套房进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1.46
万元。若对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书面向本
院或评估机构提出。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 [福建]福清市人民法院

林小敏、詹立锦：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清
县支行申请执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执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1、建融[2014]综估字第00346号估价
报告书（坐落于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下龙洲67号603单
元住宅及 7 号附属间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53.8177 万元） 2、
（2014）梅执字第131-2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林小敏名下坐落于
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大街下龙洲67号603单元住宅及7号附
属间） 3、拍卖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逾期视为对评估报告无异议。并于自公告送达期满10日后
将上述拍卖物提交网络司法拍卖。 [福建]闽清县人民法院

陈伟和、张红：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城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委托福
建兴闽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被执行人陈伟和、张红所
有的位于福建浦城县仙楼新境 7幢 604室的房屋进行评估，该
公司已作出兴闽诚信房评字 （2014） 第 141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现予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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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
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福建]浦城县人民法院
刘冬梅：本院受理许兆江申请执行伊春腾龙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伊法执字第132
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你为本案被执行人，限你于本裁定送达
后 3日内向申请执行人许兆江清偿债务 183,117.00元，并承担
执行费及判决生效时起至债务清偿时止的迟延履行金逾期履行
本院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百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单玉龙
申请执行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尖法执字第 238号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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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孙建锋：本院受理高文杰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2294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杨朝晖：本院受理曹勇福申请执行杨朝晖、陈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须依法对杨朝晖名下位于西关办事处湖滨路48号房产
（产权证号：0301006339）的价值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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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按时到场，视为放弃权利，我
院将依法采用随机选择的方式选择评估机构并进行现场勘验。另
通知你自本公告期满后第十五日到我院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书有异议，可在该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本院
将依法公开拍卖该房产。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陈金枝、黄小斌：本院受理湖北老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4） 鄂老河口民初字第 01080号民事判
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鄂老河口执字第
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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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陈泽军：本院受理何君申请执行（2014）鄂老河口民初字

第 0084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鄂
老河口执字第00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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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夏伟、文瓷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周殿选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执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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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执字第1390号执

行通知书，该通知限你们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岳阳市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楼民二初字第 316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恒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明科申请执行

你民间借贷纠纷调解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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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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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顺祥：本院受理易槐初申请执行刘顺祥民间借贷纠纷
（2014） 桃民初字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院
（2015）桃民执字第6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须知、财产报告令等
执行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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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桃源县人民法院

（2014）石执字第185号 唐友元：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
人刘国荣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2014）石执字第185-1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书载明：提取被执行人唐友元在第三人袁湘萍处的
门面押金25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在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广昌县弘昌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广昌县华宝金属制造有限
公司：广昌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3）广民初字第41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广昌县弘昌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广昌县华宝金属制造有
限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裁定
拍卖被执行人广昌县弘昌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广昌县华宝金属
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座落于广昌县工业园区华宝金属制造有限

公司厂里的变压器（800千伏安）壹台，行车（5吨）两条，配
电柜肆组，地磅壹台，钢制品加工设备壹套。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4）广执字第110-1号拍卖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张秉治、刘玉桃、张璐瑶：本院受理的（2013）鄂中法执
字第 130号董书文、李乐、王力、姜磊、高玉祥申请执行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13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因你
们目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房地产评估报告。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对查封的财产依法强
制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弘丰锆业有限公司、高倩：本院受理你们与赵智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达执字第
141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大同市意顺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同
市同耀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案，现
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届满之日起，7日内来大
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2014） 城民初字第 123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康盛：本院受理田忠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执
行人申请执行 （2013） 榆民二初字第 158号民事调解书。现依
法法院你公告送达 （2014） 榆执二字第 424号执行裁定书、执
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4）榆执二字
第 424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刘红霞、梁晓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红霞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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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袁军、赵峰：本院执行的申请人邹江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运盐执
字第 7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当事人须知、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2013）运盐

民初字第17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王永刚、杜冰：本院受理张平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 （2014） 临渭民初字第 01669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临渭执字第 00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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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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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四川奥威啤酒有限公司、朱云海：本院受理绵阳市游仙国汇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依据（2013）绵民初字第254号民事调解
书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将你们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绵执字第184号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有顺：本院在执行刘永黑等六案与你、刘永刚、马龙县
盛程源建筑有限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中，经强制执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已执行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陇执字第 20-2 号、第 36-2 号、第 65-1 号、第 79-3 号、第
84-1号、第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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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陇川县人民法院

吉林省东北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北佳中药材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单位办公
地点及工作人员下落不明，现向你单位送达（2014）白山执字
第48号案件的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并告知你公司参加第一、
二、三次拍卖活动。自发出公告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确定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 9 时到本院技术处选择拍卖机构，并分别于
2015年3月28日第一次拍卖，4月14日第二次拍卖，4月30日
第三次拍卖，拍卖地点在本院拍卖大厅。告知你公司届时参
加，否则视为放弃权利。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葛忠诚：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丽娜与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沈苏执字第20号执行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在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2014]苏民外初字第 21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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