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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峥鸣

特许经营，真的只是看上去很美？
如今“特许经营”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已不再陌生，遍布身边的超市、服装、餐饮等行业中都不乏特许经营的影子。作

为一种以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为核心内容的经营资源的许可使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特许经
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梳理了该院近年来审理的一批特许经营案件，从中不难发现，特许经营远非一纸特许合
同那么简单，特许经营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
法
官
提
醒

在保护监管中
实现品牌价值

滥用区域特许经营权 吉祥馄饨山东加盟商被判赔偿

“聚焦知识产权审判系列”（之二）

“Meters/bonwe 美特斯·邦威”是
国内知名的休闲服饰品牌，商标持有人
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早在十多年前，该品牌就开始在全国范
围进行特许经营。

2000 年，浙江临安商人张某成为
美特斯邦威品牌的加盟商，并在临安当
地开了第一家加盟店。2006 年，双方
续签《特许经营合同书》，约定美特斯
邦威公司授权张某在临安城区范围内经
营“美特斯·邦威 （Meters/bonwe） ”
品牌系列服饰。

此后，张某陆续在临安开设新
店。为支持新店的经营，美特斯邦威
公司与张某还签署了 《加盟支持协
议》，约定公司给予一定的货品赊销额
度及还款期限。此后，让美特斯邦威

公司没有料到的是，在获得赊销额度
后，张某并没有按时将拖欠的货款予
以归还，并欠下了 24 万余元的货款。
不仅如此，张某在与美特斯邦威公司
先后签订三份期货合同后，也没有履
行付款提货义务，甚至还玩起了失
踪。为此，美特斯邦威公司将张某告
上法庭。

案件审理期间，张某仍然没有露
面。黄浦法院经审理，对此案作出了缺
席判决，双方特许合同、加盟支持协议
及期货合同解除，张某应支付货款 24
万余元及违约金26.5万余元。

■法官说法

高额赊销模式暗藏商业风险

此案审判长戚继敏解释说，依法成
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
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此案中，双方签
订的 《加盟支持协议》 明确约定，张
某存在赊销货款逾期超过一个月未支
付的，美特斯邦威公司有权单方解除
该协议并由张某支付相应违约金。双
方签订的三份期货合同也明确约定被
告应按合同附件期货订单中确定的时间

和数量履行付款、提货义务，但被告仅
部分履行了第一份期货合同，其余均
未履行，也构成了违约。同时，双方
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明确约定，被告
违约原告即可以提出终止合同。因
此，法院支持了美特斯邦威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

戚继敏指出，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但此案中所暴露出
的涉案公司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营资
源、经营模式的授权使用与培育发展、合
同管理与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缺陷值得关
注。比如美特斯邦威公司给予部分被特

许人高额的货品赊销额度，但又缺乏
相应的商业风险控制，在被特许人已
违约的情况下，未采取催告等措施，仍
与之签订数份期货合同，并最终导致
诉讼发生。

戚继敏提醒，特许经营企业在签
订合同前，应加强被特许人的资质审
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加强跟踪、管
理与证据收集，建立健全履约风险的
防范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在特许经
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旦发现被特
许人违约，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
失的扩大。

近年来，特许经营作为一种
商业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而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相关法规
的滞后，以及公众对特许经营法
律关系的认识不足，由此导致相
关法律纠纷日益增多。如何充分
挖掘经营模式中的知识产权资
源，实现企业的迅速扩张，如何
通过规范经营使被特许企业分享
品牌成长所带来的丰厚回报？黄
浦法院从保护和监管两方面提出
建议：

一方面应当扩大特许经营资
源知识产权保护的覆盖面。首
先，特许人应提高对特许经营资
源的著作权保护的意识，对经营
手册、宣传资料、装修图纸等经
营资源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并
在合同中对经营资源的使用方
式、使用范围、使用期限以及合同
终止后的处理进行明确的约定。
其次，特许人应该对符合条件的
字号、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及
时申请注册商标，符合条件的产
品设计、包装、装潢及时注册为立
体商标，从而获得商标法的保
护。同时，注重防御商标、联合商
标的注册，防止他人通过申请近
似商标实现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
目的。第三，特许人在进行信息
披露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商业秘
密的保护。与被特许人签订保密
协议，不管最终是否签订特许经
营合同，被特许人都不能泄露其
知悉的商业秘密；与被特许人的
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等签订竞
业禁止协议，在特许经营合同终
止后一定期限内禁止上述人员从
事与特许人相竞争的业务。

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被特
许人知识产权使用情况的监管力
度。一是要在合同中进行详尽明
确的约定。除在特许经营合同中
对知识产权的使用进行概括约
定，特许人最好再与被特许人签
订著作权使用许可合同、商标权
使用许可合同，对相关经营资源
的使用进行特别约定，特别是使
用的方式、地域范围、期限以及合
同终止后立即停止使用等。二是
要建立常态化的知识产权使用监
管制度。落实专人对被特许人的
知识产权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发
现违规违法情况及时予以纠正，
认真学习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
法保护的途径和特点，积极借助
行政保护、司法保护手段及时打
击被特许人的侵权行为。同时，
特许人还要重点监督被特许人在
使用统一的知识产权资源时，是
否在显著位置通过显著方式向消
费者告知其仅是加盟商，不是特
许人，从而让消费者明确与之进
行商品或服务交易的主体。

上海世好餐饮公司是一家经营连锁
快餐的企业，其所持有的“吉祥馄饨”
品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扩大市场规
模，早在 2003 年，世好公司就与山东
的牟某签订《区域特许合同》，约定世
好公司将三年“吉祥馄饨”在山东青岛
区域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牟某。

此后，牟某组建了远见管理公司，
具体运作青岛区域内“吉祥馄饨”的特
许加盟事务。双方之间的特许合同多次
续签，合同主体也由远见公司变更为牟
某新成立的恒安公司。

2011年5月，世好公司陆续发现恒安
公司除在青岛地区外，还在山东其他7个地

区擅自授权他人经营“吉祥馄饨”店铺，经
营过程中更是将部分门店的招牌由“吉祥
馄饨”换成了“吉祥馄饨·面”，并以“吉祥馄
饨·面”的品牌从事特许加盟业务。

不仅如此，牟某还在经营“吉祥馄
饨”业务的同时，从事其他品牌馄饨的特
许加盟经营。此外，恒安公司并未按特许
合同约定报备店铺信息及财务经营资料，
甚至该公司最后申请注销登记也没有履行
通知义务。

世好公司认为，远见公司和恒安公
司的种种违约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应
承担违约责任。为此，世好公司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特许合同解除，并
索赔违约金220万元。

庭审中，远见公司及牟某等承认在经营
过程中确实没有向世好公司报备过门店信息

和财务资料，但辩称，双方为各自独立的经济
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被特许方没有必
要报备作为商业秘密的财务资料。同时，远
见公司及牟某等还辩称，违约金基数过高。

法院审理后认定，恒安公司虚假清算、
恶意注销，该公司股东牟某等应对恒安公
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当初合同主
体变更协议中明确约定远见公司应对恒安
公司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据
此，黄浦法院判决世好公司与恒安公司的
特许合同解除，牟某等被告赔偿世好公司
71万元，远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被告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此案承办法官施大伟对被告在进行

特许经营中的诸行为进行了分析：首先，
特许加盟门店的信息对于特许经营体系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被告却未按合同
约定报备有关资料。其次，恒安公司、远
见公司及牟某以“吉祥馄饨·面”的品牌
对外从事特许加盟业务，违反合同竞业
禁止规定。第三，牟某作为恒安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以及执行董事，
在合同约定的青岛区域内，实施经营其
他品牌馄饨的特许加盟业务，构成违
约。第四，恒安公司作为被特许人，没
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告知其公司注销之重
大变动事项，属违约。

远见公司等关联企业实施前述行
为，既严重违反了与世好公司的特许经
营合同的约定，又侵犯了世好公司的商
标权益，并在合同转让后注销恒安公司

以逃避法律责任，严重违反了诚实信
用原则，致使涉案特许合同的目的无
法实现，构成合同约定的解约事由，
应承担违约责任。

至于被告提出的违约金过高问
题，施大伟认为，根据双方约定，恒
安公司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并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丧失
了基本商业道德，因此，综合世好
公司的损失、合同的履行情况、当
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
素，认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基
数并未超出合理范围。违约金的计
算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连锁店数
量以特许合同所对应的青岛区域范围
内门店计算，非授权区域外的侵权行
为，可另案起诉。

2012年12月，成都睿理公司与上海
欧丽芙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就经销欧
丽芙公司所持有的“OLIVE des OL⁃
IVE”品牌产品达成一致意见，约定欧丽
芙公司同意将其具有合法再许可权的商
标、产品和经营技术资料授予睿理公司
使用，经营区域为四川省宜宾市、泸州
市、攀枝花市，有效期一年。

合同签订后，睿理公司支付了 9 万
元保证金并从欧丽芙公司处购入数千件
该品牌服饰。本想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在
授权地区打开销路，但让睿理公司没有
想到的是，欧丽芙公司一边与加盟商签
订“OLIVE des OLIVE”品牌特许合同，
一边却在其直营店和互联网上逐步推出
名为“ONE BY OLIVE des OLIVE”的
新品牌服装，并将原品牌服装款式减少
至三分之一，严重影响了经营业绩。

对此，睿理公司颇为不满。在交涉
中，睿理公司发现，“ONE BY OLIVE

des OLIVE”与“OLIVE des OLIVE”双
品牌策略是欧丽芙公司早已制定的，但
其在与加盟商订立合同时隐瞒了此事
实，并在合同履行期间实施了此品牌策
略。同时，所有加盟商的合同期限均为
一年，少于法律规定的最短期限，并利用
格式条款加重加盟商的责任。

睿理公司认为，欧丽芙公司的做法
属于欺诈，根据合同法规定可撤销该合
同。于是睿理公司将欧丽芙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撤销经销合同，返还保证金，退
回积压的价值12万余元的库存服装，并
赔偿经济损失7.5万余元。

庭审中，欧丽芙公司否认双方签订的
是特许经营合同，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并
没有限制被告发展其他品牌的权利，且

“ONE BY OLIVE des OLIVE”商标是
在合同签订后注册的，并无欺诈故意。关
于合同期限系双方商定，并非格式条款。

黄浦法院审理后认为，加盟商主张
合同撤销的事由并不成立，其要求被告
因撤销合同而赔偿损失的请求法院难以
支持。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特许经营方拥有其他
经营资源并非欺诈

此案承办法官严骏表示，双方签订
的合同虽然名为经销合同，但根据双方
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欧丽芙公司将自
己拥有的注册商标、经营技术资料授予

加盟商使用，加盟商在该公司统一的业
务模式下经营，欧丽芙公司对商品、服务
质量进行统一管理，因此系争合同具备
了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属特
许经营合同关系。

针对加盟商提出的欧丽芙公司存在
欺诈行为，严骏表示，首先，虽然《商
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规定，特许经
营合同约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应当不少
于 3 年，但 《条例》 也规定，被特许
人同意的除外。双方签约的法律地位
平等，该合同系双方协商之后签订，
加盟商亦未提供证明被强制同意该条款
的证据，不能因此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行
为。

其次，关于合同履行期间欧丽芙公

司实施的双品牌策略，严骏表示，双方
就“OLIVE des OLIVE”商标签订特
许经营合同，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不得
经营其他品牌，除合同约定外，特许经
营方拥有特许合同授予被特许方商标
以外的其他经营资源，并不违反法律
的规定。加盟商以此作为撤销合同的
事由，并无法律和合同依据。同时，加
盟商认为实行双品牌策略影响了双方
特许经营合同的正常履行，这也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欺诈事由。

此外，合同性质是由合同约定的
权利义务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确定的，
系争合同名为经销合同，实为特许经
营合同，双方就合同性质的争议并不
构成合同欺诈。

直营店推双品牌策略 加盟商家维权未获支持

加盟商拖欠服装货款 美特斯邦威讨欠款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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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涛：本院执行的许彦河与郭文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据已生效的（2013）外民三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许彦河
的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外执字第21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责
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徐广礼：本院受理申请执行吕可鑫与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依据已生效的（2013）哈民二初字第949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吕可
鑫的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外执字第72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责
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蒋岩：本院执行的哈尔滨兴林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与蒋
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生效的（2014）外民二初字第991
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哈尔滨兴林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的申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外执字第37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责令你自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益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哈尔滨亚欧园林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益通运输有限公司诉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据已生效的（2013）外民一初字第470号
民事判决书，根据哈尔滨亚欧园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申
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 外执字第 96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责令
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圣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圣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黑龙江东北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蒋贤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据已生效的 （2008） 外民二初字第 1459 号民事判决
书，根据黑龙江东北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蒋贤云的申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0） 外执字第 213-11号执行裁
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丁华、彭杰：本院执行谷金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据已生效的（2014）外民三初字第75民事调解书，根据谷金峰的
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外执字第62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逾期则视为送达。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杨建章、王海艳：关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江支行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5日
作出（2012）南民三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
你们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哈尔
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江支行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
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苏显发、景波：关于康传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
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日作出（2014）南王商初字第0008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康传涛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
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锋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李茂森与你公司
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
月4日作出（2013）南民一初字第78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公司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李茂森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洪文龙、王玉珍、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关于杨业忠与你们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
（2013）南民二初字第75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杨业忠已向本院立案申请
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
产登记表、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路放、高忠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关于李娜与你们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
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南民二初字第00144号民
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李娜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财产报
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徐连堂、哈尔滨宏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高明非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
24日作出（2014）南民一初字第0054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因你们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高明非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陈一铭、哈尔滨金玉川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徐兵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30日
作出 （2013） 南民二初字第 858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徐兵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张海东：关于王慧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
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南民二初字第00612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申请执行人王慧丽已向本院立案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登记表、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潘娇莹：关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南
西初字第0025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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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张忠平：关于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鞍山信用社诉
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
年6月3日作出（2014）南民三初字第0010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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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关敏：关于吴志成诉你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哈尔
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2014）南王初字第
0012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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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吕荣钊：关于冯玉良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
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5日作出（2012）南民一初字第432号民
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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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王平：关于沈阳宜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哈
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2日作出（2013）南民一初字
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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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任彦文、刘冬萍：关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诉任彦
文、刘冬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
月30日作出（2014）南民三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任彦文、刘冬萍至今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现依法向任彦文、刘冬萍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送达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任彦文、刘冬萍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并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高军：本院受理张桂琴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逾期未履行本院作出的（2014）香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香执字第 695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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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你列入失
信人名单。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卢丽丽、尤巧泉：本院受理刘玉双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刘玉双申请执行（2013）阿商初字第664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5）阿执字第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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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千成泰：本院受理尚志市康安供热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执行（2014）尚商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书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尚执字第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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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对你所有的在本院的提
存款予以提取执行。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金宗孟：本院受理李金生申请执行（2014）涿民初字第 1407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涿法执字第352号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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