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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租期内销账户拒收租金

租户将租金向公证处提存获法院支持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吴淑贞） 房屋租赁期过半，出租人
忽然将用于收租的银行账户注销，并且
拒收承租人缴交的租金，承租人无奈将
应缴房租提存，然而此时出租人却将承
租人诉诸法院，说他不交租金，因而闹
上法庭。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因出租人拒收租金引
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一审判决
驳回出租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0 年，老何与小刘签订一份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老何将一间店面出租
给 小 刘 ， 租 赁 期 间 从 2010 年 至 2016
年，并约定了租金第一、二年为 4 万
元/年，从第三年起每年租金上浮 10%
直至合同终止或解除，租金每三个月支
付一次。租赁期间小刘应按时支付租
金，拖欠租金达一个月时，老何有权解
除合同。
2014 年 7 月，老何突然将收租的银
行账户注销。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
月，小刘两次向老何邮寄告知函，告知
老何因其提供的收取租金的账号被注

谎称“上面有人”
可搞定国防项目

销，小刘无法向老何支付店面租金，要
求老何在收到告知函之后 5 日内与小刘
联系，否则小刘将把租金向公证处办理
提存。而后，小刘将其应支付的两个季
度租金 2.7 万元向公证处提存。
2015 年 1 月，老何起诉至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解除其与承租人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并要求承租人小刘支付未缴
的租金 2.7 万元、占用二楼房屋的租金
14.5 万元及违约金，并将房屋恢复原状
归还给自己。
老何认为，小刘从 2014 年 10 月起
就没有缴交租金，违反合同约定。小刘
拖欠租金超过一个月，其有权解除本合
同。截至 2013 年 8 月，该铺租金已涨至
12 万元/年，现有租金约定不合理，按
交易习惯及房屋随行就市的做法，老何
如果继续履行合同，每年将损失 7 万

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双方当
事人均认可老何所称的被小刘占用的
“二楼房屋”实际为跃层，该跃层并未有
独立的产权，
根据市场交易习惯，
应当认
定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
出租物业包含该跃层，不宜对跃层单独
计算租金，
故对老何的该诉求不予支持。
老何在未与小刘协商的情况下，擅
自将其用于收取租金的银行账号注销，
现小刘已如期足额将到期应缴租金向公
证处提存，该提存符合法律规定，老何
应至提存部门领取租金，故对老何的要
求不予支持。另，老何亦未能举证证实
小刘有其他违反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
故对于老何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
屋租赁合同，将房屋恢复原状归还老何
并支付违约金的诉求，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连线法官■

承租人将租金提存后无需再付租金
出租人无理由拒收租金，承租人怎
么办？该案的承办法官陈慧君称，我国
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依法成立
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因此，
老何与
小刘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
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老何无故拒收租金的行为，
违反了双方约定及诚实守信原则。另
外，
合同法还规定，
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

绝受领致使债务难以履行的，债务人可
以将标的物提存。本案中，出租人擅自
将其用于收取租金的银行账号注销，导
致承租人只能将租金依法提存。承租人
将租金提存后，出租人无权要求承租人
再次支付租金并承担违约责任。

以参展之名带走公司价值数百万艺术品
杭州一艺术公司股东涉嫌职务侵占成被告人

海南一男子因诈骗罪获刑九年
本报讯 海南一男子陈某自称是加
拿大国家投资集团中国广州公司的财务
总监，称朋友王某认识中央军委领导，
有能力拿到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国防项
目，先后虚构各种理由诈骗他人 42.65
万元。近日，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九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9 年 7 月，陈某
与王某 （另案处理） 通过李某认识了盛
某。陈某自称是加拿大国家投资集团中
国广州公司 （经查询，无此公司） 的财
务总监，并称王某认识中央军委的领
导，有能力拿到文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国
防项目。
2009 年 8 月 18 日、10 月 12 日、10
月 17 日，陈某借用海南某实业有限公
司的公章与盛某分别签订了某国防项
目土石方工程土方工程合作施工合同
和辉绿岩石料购销合同二份，并于
2009 年 7 月至 9 月，以接待费、提车费
等 名 义 骗 取 盛 某 人 民 币 5.65 万 元 ；
2009 年 7 月 24 日，以儿子上军校为名
骗取盛某人民币 4 万元；2009 年 8 月 19
日、9 月 7 日，以辉绿岩石任务费用为
由骗取盛某人民币 4 万元；2009 年 8 月
14 日，以土石方工程车辆调运费用为
由骗取盛某人民币 10 万元；2009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6 日，以辉绿岩石任务
定金为由骗取盛某人民币 7 万元；2009
年 9 月 9 日、9 月 10 日，以送红包为由
骗取盛某人民币 2 万元，总共骗取盛某
人民币 32.65 万元。
2009 年 4 月，陈某与王某通过罗某
认识了许某，以同样的手段进行诈骗，
在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以项目质
保金为由骗取许某共计人民币 10 万元。
（方 茜 崔善红）

元。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小刘只承租
店铺一楼，但小刘在使用过程中，将
一、二楼楼层全部占用，小刘擅自使用
店铺二楼，违反合同约定，属侵占行
为，应向其缴纳占用费。
小刘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
赁合同已经就租金做了明确的约定，老
何为达解除合同目的，拒收租金，违反
了双方约定及诚实守信的原则。且双方
签订合同时，店面就存在夹层，老何在
订立合同时也同意将夹层一并出租，老
何将店铺的“夹层”说成“店铺为二层
楼”
，没有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原告与被
告因店面租赁而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老何与小刘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未违反法律规定，
双方应该按照

本报杭州 8 月 20 日电 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人
席上站着一名 50 多岁的男子，头发有些
花白，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穿着得体，
很难把他跟“被告人”
这三个字联系在一
起。他就是曾经在杭州收藏圈红极一时
的俞老板。今天，他因涉嫌职务侵占罪、
诈骗罪接受了审判。该案将择日宣判。

借钱入股
文化艺术公司横空出世
2014 年 2 月，被告人俞某以其女友
名义出资与章某等人成立浙江紫新汇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新汇公
司），俞某出资 200 多万元，担任该公司
展厅馆长、高级顾问，
实际负责该公司日
常管理工作。该公司主要为老百姓家中
闲置的物品或者是古玩商的收藏提供展
示、鉴赏、交易一条龙服务。为了公司能
够正常运作 ，俞某前前后后又投入了
100 多万元资金。但是这 300 多万元资
金并不是俞某自己的，大部分都是他从
亲戚、朋友处借来的。公司成立之初，
几
名股东就约定各自拿一些古玩放到公司
展示、交易。之后，
股东们又陆续介绍了
很多古玩收藏家将自己的古玩放到公司
展示、出售，因此紫新汇公司曾在杭州的
古玩圈里声名大噪。

参展为由
艺术品与俞老板一起失踪
据检察机关起诉称，2014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5 日期间，被告人俞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假借送艺术品参加展卖会
等名义，利用其管理公司展品的职务之
便，多次将公司股东或客户交由紫新汇

送达执行文书
莆田市荔城区融安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海
福与被执行人莆田市荔城区融安机械有限公司、林新峰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福建立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
公司对我院查封的，你公司于2003年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补办建
设用地手续，用地面积 0.2497 公顷（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未登记）的
土地使用权进行市场价格评估。经现场评估作业，评估公司作出闽
立信（2015）土评字第 029 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的地块地价为
人民币 203.23 万元。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的，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向本院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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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福建]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宛唐分公司、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
司、谭佳、夏玉杰、谢德志、吕德芳、张鹏飞、郭金星、曹彦柳、林祥
长、侯伟杰：本院受理执行郭志成、王山、王进伟与你们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5）唐执字第 355 号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你们应主动履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南
民一终字第 0092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唐河县人民法院
刘文彪、王凌丰：本院受理刘汉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执字第 88 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裁定：冻结、划拨你们的银行存款 381 625.87 元及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如存款不足，则可以提取应当
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扣押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拍卖或
变卖后提取价款偿付欠款。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莫思彬：申请人谭红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15）东法执字第38号执行裁定书，对你所有的北京现代小型普
通客车一辆车牌为粤SE675C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衡阳市连众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衡连鉴报字
（2015）第 054 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该车的评估价为 96000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
告有异议，应当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重新评估申请，并
交纳评估费，逾期依法拍卖。
[湖南]衡东县人民法院

公司保管的书画、水晶、翡翠、木雕、家具
等艺术品从公司运出，并将部分艺术品
放于郑某、屠某等人处作为其个人借款
的抵押物，另携带其余艺术品潜逃至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辽宁省鞍山市、福建省
厦门市等地藏匿。2014 年 9 月 3 日，被
告人俞某在厦门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发后，
艺术品从各处被追回，
追回
的艺术品中属于公司股东或数十名客户
交由紫新汇公司负责保管的艺术品共计
134 件（套），价值人民币 3416510 元。

庭审辩称
为解决公司困境筹资
庭审中，被告人俞某对于检察机关
关于职务侵占的指控事实无异议，但是
他说他并没有把这些艺术品占为己有的
意思，
他和公司股东之间有矛盾，
有几个
股东都没有足额将资金打到公司账户，
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运营出现问题，
因此他带走这些艺术品是为了出去展
卖，然后再把钱拿回来解决公司目前的
困境。另外，检察机关指控他 2014 年 7
月 13 日左右，谎称有台湾客户想购买高
档翡翠饰品，从被害人刘某处骗得翡翠
饰品三套，
不属实，
当时确实有客户想要
买这些东西，
但并不是台湾的客户。
当检察机关讯问被告人俞某为什么
把公司的艺术品带走后没有去展卖而是
抵押给别人时，
俞某说，
他之前向这些人
借钱入股公司，但是现在公司周转困难
没钱还，
因此只是暂时抵押给他们，
等以
后违约的股东把钱补上，等他有钱还了
再把艺术品拿回去。
庭审中，俞某一再强调自己将公司
的艺术品带走是为了去上海周边展卖，
筹钱解决公司资金问题，且打包之前有

赵建兵：本院执行的李生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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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宁法执字第 01127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
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李生枝支付案款 20
000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申请执行费 200 元。在
执行通知书指定履行期限届满后 10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
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杨春花：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自玉与杨春花故意
伤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5）
保法执字第 9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 日
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赔偿陈自玉经济损失人民币
11871.15 元，并支付自 2014 年 12 月 19 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日万分之 1.75 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靖县支行，户名：保靖县人民法院，账
号：43001516073052501928。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徐优越、王顺芝：本院在审理案外人徐京京与你们执行异议案
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听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的时
间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二日下午
3时1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听证，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5）天民裁字第 50-1、51-1、52-1、53-1 号 孙建东、文
江平、湖南建南置业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新芙蓉家居广场：
本院在审理案外人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新开管理委员会与
你们执行异议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等原因，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执行异议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听
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的时间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二日下午 3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楼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听证，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彭运格：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保靖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保

跟 公 司 股 东 说 过，之 后 也跟股东联系
过。但是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的证人证
言表明，
公司股东曾向昆山、上海等地核
实是否有展览活动、是否有俞某曾要求
参展时，
得到的回复都是否定的。另外，
检察机关还提交证人证言证明俞某曾经
要求保安将 7 月那几天他将艺术品打包
运走的监控视频删除。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俞某负责公司
行政管理工作，
包括公司展售艺术品的销
售、出库等管理工作，
其利用这个职务之
便，以安排公司艺术品到外地展销的名
义，
多次将公司艺术品运出公司，
经鉴定、
估值，
被追回的艺术品价值高达 341 万余
元，
同时他因私人借款将公司艺术品抵押
给他人，带着艺术品藏匿于福建厦门等
地，
并关掉手机，
说明了他有非法占有的
故意，
因此，
被告人俞某的行为应当以职
务侵占罪进行定罪处罚。另外，
被告人俞
某将艺术品从公司运出，
准备逃往东北藏
匿时，
仍谎称要拿翡翠饰品给客户看，
骗
取翡翠后，
随同其从公司运走的艺术品一
同藏匿，
说明俞某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行
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因此，
公诉机关建
议，
对职务侵占罪，
对被告人俞某在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量刑；
对诈骗罪，
对其在有
期徒刑四至六年幅度内量刑。
被告人俞某的辩护人辩称，俞某将
艺术品运出公司后，在股东报警前有跟
公司联系，
希望股东不要报警，
能够协商
解决，
股东们还钱，
他把公司的艺术品都
运回去，
他并没有占有这些艺术品，
只是
控制而已。另外他都没有主动卖过这些
艺术品，
说明他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我没有主观恶意，
希望法庭公正判
决。
”
庭审最后，
被告人俞某说。
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法院决定
择日宣判。
（西 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21日（总第6416期）
法执字第 9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本院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履行湖南省保靖县人民
法院（2013）保民初字第 41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即：偿还保
靖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 6 万元元及利息，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
倍的债务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1300 元、公告费 600 元及执行
费 800 元。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周子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袁红星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期满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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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对座落于常德市武
陵区荷塘月色 3-02-307 号房屋予以执行处分。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解健钧：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营
业部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你名下的位于长沙县星沙镇商
业步行街 11 栋 206、306、406、506、606 的房屋五套，经本院委托
湖南联信房地产评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上述房
屋的评估价值分别为 528223 元、597865 元、586441 元、574881
元、141326 元。该评估报告的有限期为壹年。现向你公告送达湘
联信鑫房评报字（2015）第 132 号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限你在本
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等价赎回上述房屋。逾期不赎回
的，本院将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限赎通知书自公告后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送达期限届满后五日内到本院 315 办公室
选择拍卖机构（遇节假日顺延）。
[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湖南海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双小青：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芙蓉支行与你们及湖南鸿进置业有限公
司、姚德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长沙市价格认
证中心对被执行人湖南鸿进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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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驾车拖拽交警致死案一审开庭
被告人是否有伤害故意成为焦点
本报讯 8 月 19 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备
受关注的孙浩杰驾驶宝马车拖拽交警
致死一案，
法院未当庭作出判决。
本案被告人孙浩杰，现年 32 岁，
系上海一网络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
因涉嫌故意伤害现场执勤交警并致其
死亡，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被上海市公
安局闵行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3 月 23
日经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
执行逮捕。同年 6 月 29 日，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本案依法向法院
提起公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5 年 3 月 11
日 17 时 25 分左右，被告人孙浩杰驾驶
宝马 X3 越野车行驶至上海闵行区吴
中路虹许路路口时，因超越停车线被
在该路口执勤的交通警察茆盛泉纠
正。之后，孙浩杰从直行车道径直行
驶至左转弯到虹许路的待转区，茆盛
泉再次上前指出其违反交通法规的行
为，孙浩杰不服从茆盛泉要求其直行
的现场指令，
驾驶车辆强行加速左转，
将正在制止其违法行为的茆盛泉拖拽
倒地。茆盛泉因颅脑损伤被送医后抢
救无效，
于当晚 22 时 45 分死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浩杰故
意伤害他人，
致一人死亡，
其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
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被告人孙浩杰对起诉指
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提出了异议，

认为自己并未驾驶车辆将被害人拖拽
倒地，
否认有伤害的故意。
公诉人就案发过程等情况讯问了
被告人。当公诉人问及为何不服从现
场执勤交警关于直行的指示时，孙浩
杰表示当时比较着急，并认为自己已
经进入左转待转区内的情况下，交警
于情于理应该让其左转。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包括案发当时
的视频资料、
执法记录仪录音及录音记
录、
检验报告、
被告人供述、
多名证人的
证言、
多份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
现场目击证人某公司驾驶员刘
某、事故处置现场民警杨某、鉴定人朱
某出庭作证。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对证人、鉴定人进行了发问。
在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绕法庭
归纳的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被告人有伤
害故意、被告人行为的定性以及被告
人是否应当承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罪责等争议焦点，发表了各自的辩论
意见。
在最后陈述中，孙浩杰坦言民警
的逝世与自己脱离不了关系，自己须
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我非常自责与内
疚……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非常抱歉，
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严重的
后果”
，
并表示希望法院对自己作出公
开、公正的判决。
庭审持续了近 6 个小时。特邀监
督员、媒体记者、被告人及被害人家属
等 4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潘静波）

酒鬼酒近亿元存款失踪案开审
6 名被告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受审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盘艳斌）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银行账上的近亿元资金不翼而飞，
被人分 3 次取走，寿满江等 6 名被告
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8
月 18 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这
起离奇的银行存款失踪案。法院未当
庭宣判。
经公安机关查证，2013 年 12 月 10
日、12 月 11 日，一名嫌疑人在酒鬼酒
供销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向该
公司账户存现 200 元、300 元；同时，于
12 月 11 日通过银行柜台转取了上述
账户中的 3500 万元存款。后通过同
样的方式，分别在 12 月 12 日、13 日转
取上述账户 3500 万元、3000 万元。之

后，
上述账户余额仅剩 1176.03 元。
湘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寿
满江、罗光、陈沛铭、唐红星、郭贤斌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与银行工作人员勾
结，
用购酒存款贴息为诱饵，
骗取酒鬼
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信任，然后采取
盗盖印章手段，将酒鬼酒供销有限责
任公司近亿元存款非法转出并占有；
被告人方振身为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华
丰路支行行长，
明知寿满江、罗光等人
使用不法手段骗取客户存款，仍为获
取个人利益，
积极出谋划策，
利用自己
职权提供帮助。
公诉机关认为，6 名被告人的行为
均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以合
同诈骗罪追究 6 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目前，
本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为高考移民开绿灯 重庆一教委副主任获刑逾十年
本报讯 重庆开县教委原副主任
张某利用担任招办主任的权力，为上
百名高考移民开绿灯。近日，重庆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某犯受贿罪、
徇私舞弊罪作出维持一审判处被告人
张某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并处没
收财产 2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29.6 万
元的二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利用担任开县大学中
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
利，在 2008 年、2009 年高考报名资格
审查期间，明知开县某私立中学报名
参加高考学生中有不符合在重庆报名
参加高考的外省考生，仍违规予以通
过审查，使戴某、何某招收的 100 余名
外省考生顺利通过高考报名，收受其

麓区铜盆湖路 9 号枫树园 3 栋 1003 房、1103 房 2 套住宅及其位于
铜盆湖路 2 号枫树园小区地下室-1034 至—1050 号、-1071 号共
计 18 个车库价格进行价格鉴定，现已作出长价认鉴（2015）0186
号价格鉴定意见书（评估价值为 3126600 元），现对你们予以公告
送达。并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岳执恢字第 01419 号恢
复执行通知书、
（2014）岳执恢字第 01419-1 号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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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评估的，本院将
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李彦平：本院受理的郭淑珍、薛峰诉你及周勇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执行一案，涉及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区 181 栋 9
门 626 室房屋进行价值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
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与公休日、节假日顺延）到本院第 6 号审判庭
选择价值评估机构。选择价值评估机构后的其他在价值评估及
拍卖程序中需要你到场的时间均在每次应到场时向你告知及送
达，不再另行公告送达。逾期不到场或不提出异议，视为自动放
弃权利。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江苏丰惠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王伟关于本
院（2015）大执字第 00518 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已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向被执行人王伟发出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
王 伟 应 当 在 2015 年 7 月 16 日 前 给 付 申 请 执 行 人 人 民 币
295189.07 元，被执行人王伟如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其应当将
坐落于大丰市开发区南翔路南侧的丰惠蝴湾云碟苑 11 幢 401 室
返还给申请执行人，但被执行人王伟至今仍拒不履行。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责令被执行人
王伟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前迁出位于大丰市开发区南翔路南侧
的丰惠蝴湾云碟苑 11 幢 401 室房屋。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联系人孙寿如，电话 15251088287
[江苏]大丰市人民法院
姜男：本院受理申请人吕游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朝双执字第 00714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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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维德芙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权利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

好处费 29.6 万元。
期间，
市纪委清查高考移民，
张某
担心事情败露，便将收受的钱财退还
戴某。调查结束后，张某见没有查到
自己，
又从戴某处拿回退还的钱财。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的行为
构成受贿罪和徇私舞弊罪，应数罪并
罚。张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受贿的罪行，
并主动供述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
9.6 万元的犯罪事实，
系坦白，
应从轻处
罚。被告人张某的亲属代为退出部分
赃款，
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述一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重庆二中院审理后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蒲金军）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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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执字第 867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登
报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来院履行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 2451 号民事判决书所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予履行，本院将对被执行人大连维德芙商贸
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花锦园 34 号 1 单元 10 层 4
号房屋进行司法评估。定于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期满后的第一周
的星期二上午九时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三楼二室进
行摇号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再办理。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肖家克：本院在执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与肖家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辽宁万融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估价报
告（辽万融房鉴报字（2015）第 022 号）。该估价报告对肖家克所有
位于大连市开发区红星海 A 区 73-2-4-2 号房屋进行司法评估，
房屋每平方米 14,576 元，评估价格为 329.00 万元。自公告登报之
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送达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依法拍卖。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贾懦：本院受理执行申请人王霞与被执行人贾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榆林方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登记在
被执行人贾懦名下的位于府谷县府谷镇河滨大道甘泥湾金利源
金花小区 3 号楼 4 单元 302 室房屋（房权证号为 002203）进行评
估，现已作出榆方评报字（2015）第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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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内，向府谷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重新评
估申请书。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府谷县人民法院
谢健、廖世康：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4） 高
新民初字第 5026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5 年 3 月 3 日立案受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
你们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位于四川省双流县东升街道
永安路三段 42 号 2 栋 1 单元 2 楼 204 号房屋 （权 0903627） 的评
估报告，上述房屋评估价为 3936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 10 日内若你们未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