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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朱燕萍）母亲在与亲生女儿签订《财产
分割协议》确认遗产归属的情形下，却
将房产交付给了干儿子。在母亲与干儿
子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形下，房屋买
卖关系能否成立？亲生女儿又能否要求返
还房产？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审理了这起特殊的返还原物纠纷
案，法院维持了原判，驳回了亲生女儿的
全部诉讼请求。

黄老太有两个亲生女儿大荣和小
荣，名下有两套房产。2013 年 10 月，
黄老太与两个女儿签订了《财产分割协
议》，约定这两套房产均归大荣所有。
该两套房产已由母亲黄老太以人民币
55.5万元的价款出售给了干儿子阿炳，
该售房款均由大荣享有。母女三人及见
证人均在协议上签字。

一个月后黄老太去世。房产此前已
交付阿炳，阿炳支付了 10 万元房款，
并由小荣转账给大荣。大荣诉请法院要

求阿炳返还讼争房产并支付相应的占有
使用费。

大荣认为，两套房产的权利人均为
黄老太。《财产分割协议》约定该房产
归其所有。黄老太去世后该房产由其继
承并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阿炳对该房
产只是借用。大荣要求阿炳返还该房
产，阿炳置之不理。阿炳的行为，侵犯
了大荣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及
其处分等所有权权能。

阿炳主张，黄老太系其干妈，因双
方感情较好，黄老太于 2013 年春节期
间决定将房子卖给阿炳，价格 55.5 万
元，并允许阿炳先装修入住，再付房
款。之后阿炳开始装修房子并入住，随
后付了 10 万元的房款。大荣对此并未
提出异议，即使大荣通过继承方式取得
了讼争房产，但该房产已经卖给阿炳，
大荣仍需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即协助阿炳
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其享有
向阿炳追索剩余售房款 45.5 万元的权

利。大荣所说阿炳是借用该房产的说法
是子虚乌有，阿炳是合法居住在自己购
买的房屋内。

小荣陈述，《财产分割协议》已清
楚表明讼争房产已由母亲卖给阿炳，房
款归大荣所有。母亲允许阿炳先装修入
住，等有钱了再付房款，对此大荣都知
情。阿炳的 10 万元购房款系付给黄老
太，但因黄老太病重故其代为管理账

目，并通过银行转账将 10 万元款项支
付给了大荣。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大荣的诉求，
大荣不服，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

厦门中院审理认为，大荣、小荣、
黄老太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合法有
效，三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虽然
协议约定了讼争房产归大荣所有，但该
协议中亦确认了讼争房产已由黄老太出

售给了阿炳，该笔售房款归大荣所
有。此外,小荣陈述其已将阿炳支付
的 10 万元购房款转账给大荣，大荣
自认收到了该款项，但其并未就款项
的性质进行举证和说明，应认定该款
项系阿炳支付的购房款。因此，大荣
主张讼争房屋系阿炳借用，请求阿炳
返还房屋，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
信。故驳回了大荣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母亲将房产卖给干儿子 亲生女以继承为由追讨
厦门中院:房产归干儿子房款归亲生女

帮他人运送假烟
缓刑变实刑入监

擅自放火炼山烧毁7.8公顷山林
怀集一农民因失火罪被判拘役

乘客持钳欲打司机争执中自己反受伤
南通中院：司机构成正当防卫不担责

房产买卖双方未直接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的情形下，能否认定房屋买卖关系
的成立呢？该案承办法官章毅分析说，
根据黄老太与小荣、大荣签署的《财产
分割协议》，小荣的陈述，阿炳付款凭
据以及阿炳装修等诸多证据相互印证，
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讼争房产的
所有权人黄老太将房产转让给阿炳、阿

炳支付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双
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并业已
履行。大荣仅就讼争房产的房价款55.5
万元享有继承权。

首先，《财产分割协议》确非阿炳
与黄老太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但系
佐证阿炳与黄老太之间存在房屋买卖
合同的重要证据，大荣以此否认阿炳
与黄老太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缺
乏事实依据。其次，黄老太于签订

《财产分割协议》时方决定如何处分讼
争房产，大荣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此
前就取得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且协议
明确黄老太与阿炳之间存在房屋买卖
合同关系，则大荣仅享有取得购房款
的权利，与约为讼争房产归大荣所有
的条款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此大荣
诉求阿炳返还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
费，缺乏合同和所有权上的依据，应
当予以驳回。

本报讯 一乘客乘坐公交车时，将
携带的编织袋挡住通道，司机要求往后
挪一挪，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该乘客随即
从编织袋中拿出一把老虎钳欲砸司机，
双方在抢夺中导致该乘客多处软组织损
伤。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健康权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
的终审判决，被告公交司机耿某的行
为构成正当防卫，依法不承担经济赔
偿责任。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时许，正值
乘车高峰，羌某携带一较大体积的编织
袋登上耿某驾驶的公交车。因羌某将编
织袋放在车门口，影响乘客上车，耿某遂
请羌某将编织袋向车子后面挪一挪。羌
某以车上人多、无法移动为由予以拒绝。

当公交车行至下一站时，因有乘客
要上车，耿某再次请羌某将编织袋往后
挪。双方因此发生口角，羌某随从编织
袋中拿出一把老虎钳欲砸人。耿某在另
一男性乘客的帮助下，夺下羌某手中的
老虎钳。羌某以其受到伤害为由，拨打
110报警。当日羌某被送往医院，诊断为
多处软组织伤，住院8天观察治疗。后羌
某委托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作
了伤残等级鉴定，鉴定结果为左肩、左膝
等疼痛，系外力所致软组织损伤，与该起

纠纷存在因果关系，但未达到伤残等级。
多次索赔无果后，羌某一纸诉状将

司机耿某告上了港闸区人民法院，请求
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
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合计5万余元。

一审审理中，乘客成某作为证人出
庭陈述：我上车时，发现有一个较大的编
织袋堵在门口，听见司机耿某说了几声
把东西往后挪，羌某边拿边骂，并打开编
织袋拿出老虎钳，双方发生争吵，后羌某
拿了老虎钳上前欲打耿某，耿某与另一
乘客一起抢下老虎钳，之后羌某说耿某
打人并报警。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耿某为维护车
内正常秩序，要求羌某往车厢后面挪动，
羌某不听指挥反与耿某发生口角，并拿
出老虎钳要打人，羌某对纠纷起因应承
担责任。羌某在人员密集的公交车内拿
出老虎钳要打人，已对车内公共安全构
成较大的危险，耿某与车内另一乘客及
时夺下老虎钳，排除了危险，耿某与乘客

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本案羌某的伤情
为多处软组织伤，在激烈的抢夺老虎钳
的对抗中，多处软组织伤没有办法避免，
相对于老虎钳砸到人的可能伤害后果，
未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不应有的损

害，因此，耿某对羌某的因伤损失不应
承担责任。

羌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刘得兵 刘 猛 古 林）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第三十条规定，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
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
任。”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曹璐介绍说，
被告耿某的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实施
不法侵害的原告所实施的，原告的侵

害事实在先，被告的防卫行为在
后。耿某为了防止本人以及车上乘
客的人身财产受到侵害，与他人一
同抢下老虎钳，该行为正当无过
错，不构成侵权。软组织损伤是一
种较为常见的轻微伤，在争抢老虎
钳的过程中，双方难免会发生揪
扭，即便造成被告多处软组织损伤
的后果，但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
度，被告的行为依法构成正当防卫。

本报讯 为了 1000 元酬劳，
越南籍男子阮文德铤而走险，欲
将一个内装有毒品的烟盒从中国
广东省搭车运回越南。9 月 2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
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阮
文德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3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
7日，阮文德欲从中国广东省返
回越南，其朋友“阿成”在广东
省江门市水口镇交给其一个内装
有物品的烟盒，委托其带回越南
芒街交给一个朋友，并承诺对方
会给1000元人民币的报酬。阮文
德表示同意，并将烟盒夹在其裤
头内搭乘汽车前往广西东兴市。
2015年2月8日4时许，神色可疑
的被告人阮文德在东兴市被巡逻
的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从其
裤头内搜出装有疑似毒品的烟
盒。经称量，所查获的可疑毒品
净重为29.84克。经鉴定，所查获
的可疑毒品中检出甲基苯丙胺
（俗称冰毒）。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阮文
德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运输
毒品甲基苯丙胺，其行为构成运
输毒品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遂作出上述判决。

（杨 瑜 高 强）

本报讯 因嫌办理《野外用火许可
证》手续麻烦，无证在自家承包的林地
上放火炼山不慎引发山火，广东省怀集
县某村的裴某的这一把火烧掉了 7.8公
顷的山林。近日，怀集县人民法院以失
火罪判处被告人裴某拘役六个月，缓刑
一年。

裴某承包了怀集县某村近百亩山
场。由于放火炼山需要向公安局森林分

局办理《野外用火许可证》申请，符合条
件的大约一个星期内可以审批。今年 4
月15日，在未申领《野外用火许可证》的
情况下，自信不会“出问题”的裴某雇请
了6名民工开进山里炼山。在所承包山
场的周围简单修了一条约 10 米宽的防
火带后，裴某便叫民工点火烧山。

点火不久，突然刮起了大风，一团
火球被大风吹起，飞到了裴某所承包山

场范围外的山林，并立刻引发了森林火
灾，快速向山的两边蔓延。裴某立即组
织民工扑救，但是由于火势较大，根本
无法扑救。裴某立即打电话报警，大火
于当天下午被扑灭。

经林业部门鉴定，涉案过火面积
7.8 公顷，林木蓄积量 465.5626 立方
米，被烧掉的林木有速生丰产林、一般
用材林、杉树等。后裴某主动到怀集县

公安局森林分局投案自首。其家属分
别代为一次性赔偿了被烧山林所有人
的经济损失 27800元，取得了受害人
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裴某无视国家法
律，在未经县级森林防火部门批准办
理《野外用火许可证》的情况下，过
失引发山火，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
已构成失火罪，应依法惩处。鉴于裴
某在火灾发生后能积极组织村民救
火，犯罪后投案自首，认罪态度较
好，有悔罪表现，且积极赔偿受害人
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梁兆周 陈希云)

■连线法官■
软组织损伤属于未超过必要限度

为千元替人运毒出境
越南一男子获刑十年

怀集县是广东省主要林区，林木种类
繁多，林地面积400万亩，活林木蓄积量
达1020万立方米。由于森林覆盖率高，
森林防火形势一直较为紧张。今年以来，
该县山区作业用火意外引发的山林火灾事
故频发。

法官认为，导致火灾频发的主要原

因，一是今年初天干物燥、降雨次数
少，使得森林更加易燃；二是一些人心
存侥幸、麻痹大意，烟头火种随意乱
丢，认为一点火星不至于毁了整片森
林；三是法律意识淡薄，少数人为了野
外用火方便，嫌麻烦不去办理《野外用
火许可证》。由于森林防火部门没有备
案登记，一旦不幸引发山火，由于没有
充分准备，因扑救不及时而极容易引发

森林大火。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森
林防火宣传工作、严格监管林区用火作
业和严惩无证野外用火犯罪行为，另一
方面民众要加强防火意识，自觉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严防山火。

法官同时指出，刑法第一百一十
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
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
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
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过失引起火灾，造成过火有
林地面积为2公顷以上，就已属于上
述条款“情节较轻”的情形，达到
刑事立案标准。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莘县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非法经营
案，被告人姜安宇被撤销威海市
环翠区人民法院的缓刑判决，以
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1万元，与原判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4
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
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
（已缴纳4万元）。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被告
人姜安宇介绍王爱民 （另案处
理）给陈文进（已判刑）运送假
烟。王爱民与陈文进驾驶王爱民
的面包车向莘县运送假烟3车共
计60万余支，其中姜安宇两次在
河南平顶山高速路口帮忙望风。
在此期间，河南省高速公路收费
系统分别于2012年9月15日、17
日、24日，10月1日、10日监控
到王爱民所驾驶的豫KHX677号
面包车自河南省清丰县收费站或
濮阳北收费站驶出。案发后，被
告人姜安宇于2014年11月3日向
河南省叶县公安局投案。

另据法院查明，2010年9月
21日，被告人姜安宇因犯非法经
营罪，被环翠区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 4 万元；缓刑考验期自
2010 年 10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10
月8日止。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姜安
宇明知陈文进贩卖假烟，仍介绍
王爱民为其运送假烟，并两次为
其望风，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被告人姜安宇系在缓刑考验
期内又犯新罪，应当依法撤销缓
刑，对其数罪并罚。据此，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王希玉 柳延芳)

本报讯 江苏省苏州市一培训机构
倒闭，学员预先交的学费打了水漂。近
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教育
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某语言
培训中心赔偿王女士损失2.3万元。

2014年3月，王女士给女儿报了个
语言培训班学英语。王女士与苏州某语
言培训中心签订了一份入学合同，注册
课程共两级，学习时间为2014年4月至
2015年4月，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在
签合同之前，王女士对预先付清所有课
程款项存有疑虑，培训中心负责人承诺
免费赠送女儿一级课程，学习时间可以
延至 2015年 10月后。王女士遂付清全
部学费 2.6万元。可是令王女士没想到
的是，所有课程还没上到一半，培训中
心就停止了营业，人去楼空，负责人也
不见踪影。

庭审中，王女士出示了之前与该培
训中心签订的合同，并称该语言培训中
心事先就存在内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
况，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然极力欺骗
自己女儿缴费入学。王女士女儿应学习
的时间为36个月，实则只学习了4个月，
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培训中心退回其余的
学费 2.3万元。经查明，和王女士女儿一
样在此机构培训却退费无门的学员及家
长不在少数。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与该培训中心
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
王女士支付了学费但女儿未上满全部课
程，该培训中心就停止营业导致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法
院支持王女士要求该语言培训中心赔偿
损失2.3万元的诉讼请求。 （陈晓蓉）

培训机构人去楼空
学员退费获得支持

■连线法官■
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许多教育

机构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原因，
频频出现破产、倒闭现象，甚至卷款而逃，
带来的结果是一些预先付了培训费用的
人可能面临退费无门的局面。现在，更有
一些不法商家采取一系列的恶性竞争手
段，许多虚假的承诺都得不到兑现。因
此，法官提醒公众，在选择培训机构时，一
定要选择具备办学资质的正规机构，对于
要提前收取大量费用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以免上当受骗。

■法官提醒■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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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上海俭添实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记载：票据号
码为 10300052 25348892，出票日期为 2015年 4月 10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5年 10月 10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4450元，出票人
为厦门双瑞船舶涂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俭添实业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市宏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银行本票

遗失，票号1020327220401758，票面金额16000元，出票日期2015
年8月24日，申请人苏州市宏益市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常熟市尚
湖镇大河村村民委员会，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吴中支行，本票
凭票即付，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兴市吉润玻璃制品厂因遗失中国光大银行昆山支
行出具的承兑汇票两份，票号为 30300051/23149917，金额为
100000元，票号为30300051/23149913，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
为江苏中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收款人为昆山衡利
丰建材有限公司，现泰兴市吉润玻璃制品厂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黄岩奥龙机车塑件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壹张
遗失现公告，票号10200052/22023462，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5年4月7日，到期日2015年10月2日，出票人菏泽市正洋食
品有限公司，收票人曹县福源畜产品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工商
银行菏泽市中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判决上述票据无效。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欧家庭电器（天津）有限公司因遗失本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体育中心支行银行承兑汇票 1张，账号为
122904696510603，号码30800053 94328543，出票日期为2013年
12月 26日，收款人北欧家庭电器（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金额50000元，汇票到期日2014年6月2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速向本院申报权利。期满后无人申报权利，申请人将有权申
请本院依法判决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旌运商贸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出票人为天津中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
4月 23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10月 23日；汇票号为 31300051
32653653；票面金额为 100 万元;出票银行为锦州银行天津分

行；收款人为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经过背书转让，最
后由宝丰县物阳工贸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持票人为申
请人，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不足 60日的按 60
日公告期）的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柒一拾壹（天津）商业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转账支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出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14日;支票号为
09375102；票面金额为1003.20元;出票银行为天津银行祥生支行；
收款人为彩悦城（天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柒一拾壹（天津）商业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转账支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出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支票号为
09375120；票面金额为6296.30元;出票银行为天津银行祥生支行；收
款人为彩悦城（天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因持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州 织 里 支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10200052/23234554、票面金额1000万元、出票人为浙江金合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州天和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年1月29日，到期日2015年7月27日），因破损导致部分遗
失，故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营市丰邦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
码为31300051 31612313，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付款行为富滇银
行重庆南岸支行，出票人为重庆华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持票人为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张顺平：本院受理滁州市元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琅执字第00567号
执行通知书及（2014）琅执字第 00567-1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 5日内履行（2014）琅民二初字第 00130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对你所有的滁州市山水人家会
峰山庄21幢202室房产予以评估、拍卖。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
起 10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拍卖裁定；第 15日到安徽省滁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管理处选取评估机构；第45日到本院领取
评估报告；第55日到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管理
处选取拍卖机构（上述日期如遇节假日则顺延）；本院对上述车
辆拍卖后所得价款用于清偿相关债务。

[安徽]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

陈如超、刘英：本院受理申请人安徽省嘉山县粮油食品局驻柳
州办事处申请追加被申请人陈如超、刘英、茂名市农业委员会为申
请人杨昌新与被执行人茂名市粮油总公司合同纠纷的被执行人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茂南法民一执加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主要
内容：驳回申请执行人安徽省嘉山县粮油食品局驻柳州办事处要
求陈如超、刘英、茂名市农业局为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1994）茂南法执字第08035号案被执行人的申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届满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逾期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广东]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王岩:本院执行你与沈阳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一案，现依法向你达达（2014）葫执字第 00006 号限制高消费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华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付秀

田与被执行人你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本院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菏牡执字第
123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自动履行本院（2014）菏牡民初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仍不履行，本院依法
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王喜：本院受理施玉宝诉你金钱给付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赵伟：本院受理马国元诉你金钱给付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崔杰：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邓海英与被执行人崔杰、古媛
媛买卖合同纠纷(2015)临民终字第0026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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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民执字第 00306 号执行通知
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2015) 临民终字第
0026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被告崔杰、古媛媛共同返还原
告邓海英预付货款及定金 460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襄汾县人民法院

张会珍、兰晋平：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
请执行本院(2015)尖民特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被执行人
财产申报表。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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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邓冬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贾琨宁与被执行人邓冬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运盐民初
字第 7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运盐执
字第 1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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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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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信息将依法记入相关征信系统。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杨敏、田继军：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与杨敏、田继军、西安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西中执民字第00257号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鹏、杜龙彪：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与杜鹏、杜龙彪、西安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西中执
民字第 0025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婧、杜龙彪：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与杜婧、杜龙彪、西安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西中执
民字第 00258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树海、王海珍：本院执行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

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鼓执字第22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们自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履行(2014)鼓民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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