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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山东和江苏的两名80后女平面模特唱双簧，其中一名冒

充某原中央领导人之女，声称刚与比尔·盖茨离婚，想找个

真心相爱的男人结婚，诱使富豪林老板上钩。两个模特通过

购物、美容等消费方式套现，半年时间骗取了这名富豪千万

元钱财。

最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秀

娟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判处被告人林小娇有

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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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女明星 引来旷世“奇缘”

2 会所初见 送出200万厚礼

3 改头换面 富豪花掉800万

4 嫩模演双簧 骗取千万巨款

刘雯雯 制图

转眼到了 2013年 6月初，林老板
发现自己在这场恋爱中，投资近千万
元。对于爱凤的情况，几乎全是从王雨
墨口中获得。他有几次提到结婚的事，
对方都称两人有过失败的婚姻，需要
多了解一段时间。而原先极力鼓动他
与爱凤交往的王雨墨，也开始劝说他
不要急于结婚。

千万巨款花出去，连个岳父影子
都没见到。此时，从当初那份热恋的激
情中冷静下来的林老板，对爱凤身份
再次起疑。回到福建之后，静下心来林
老板把前前后后的过程过电影一样想
了一遍，突然哑然失笑：精明半生也枉
然，攀龙附凤走捷径，这半年被两个女
孩给骗了！

2013 年 6 月 8 日，自知受骗的林
老板不露声色，当即向三明警方报案。
接到报案的三明警方非常重视，立即
立案。由于王雨墨她们并不知道林老
板已经报案，通过林老板与她们电话
联络，警方很快锁定她们的行踪，于
2013年 6月 18日，在浙江金华旅游的
王雨墨、爱凤被抓获归案。

此时，林老板才得知，王雨墨真名
王秀娟，爱凤真名林小娇，两人对外的
身份都是平面模特，连三流明星都不
是。

而在林小娇的住处，警方还搜到
了 13 张假身份证，其中一张户名“爱
凤”。其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有炙手可
热的影视红星、歌星、主持人，也有名
不见经传的小明星的假身份证。想想
那场“女明星陪吃饭”的盛宴，林老板
恶心得都快吐了。

至于林老板花出去的钱，警方查
明，最初林老板送给爱凤的 100 万元
被两人伙分，到香港买的礼物部分被
她们退货，而此后花掉 800 多万元的
四次美容，是她们两人与美容机构联
手设下的陷阱，两人拿了659万元，75
万元买的手镯她们退货拿到72万元，
当然，所谓的结婚服装也退订了。

而这场骗局的起因，是王秀娟得
知林老板刚刚离婚，试图委身于林老
板，但她付出一切之后，才从电话里听

到林老板的真话：“我想找个中央领导
的女儿！”

一句话把出身贫寒的王秀娟憋得
直翻白眼儿，但她放下电话回到租住
的公寓见到室友林小娇时，王秀娟突
然眉开眼笑地说：“走，我再给你去办
一张身份证，这次，你要扮成中央领导
的千金。”

林小娇随口说：“那我就叫爱凤
吧。”

仅有国家领导人的小女儿这个身
份还不够，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
谁呢？再加个比尔·盖茨前妻和留学
美国的背景，一场匪夷所思的骗局就
此展开。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精明的林
老板为什么会被骗呢？答案很清楚，富
豪们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权力表
现出罕见的渴望，并用金钱向各级权
力部门渗透，林老板试图通过婚姻跻
身权贵豪门，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大
更多的利益。

2014 年 6 月 4 日，福建省三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王秀娟、林小娇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王雨墨、林小娇不服，提起上诉。
最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做出终审裁定，维持王秀娟原审判
决；鉴于一审期间，林小娇亲属代其退
赃 350 万元，福建高院撤销三明中院
对林小娇的判决，以犯诈骗罪，改判林
小娇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80万
元。

两个年轻女孩的下场再次提醒人
们，任何事情要想成功都没有捷径可
走，都得一步一个脚印，更不能有任何
贪念，否则就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
房产老总林老板被骗巨款，也该反思，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事业的发展是
要靠着诚信经营，如果一心想依附权
势发展事业，轻则受骗，重则可能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甚至身败名裂，受到法
律惩处，到时悔之晚矣！

（除被告人外均为化名，拒绝一切
形式的转载、文摘、改编、上网）

“女明星陪吃饭”动辄开价数十万
上百万，这事儿你也许听说过，但你
不一定吃过。这饭，福建富豪林老板
吃过。

身兼国家领导人的掌上明珠、比
尔·盖茨的前妻、貌若天仙的美女留
学生，三个身份同时集于一身的大美
女，要嫁给你，你愿意吗？这样的好
事，林老板也遇到过。

四十多岁的离异富豪林老板，在
参加一场“女明星陪吃饭”活动之
后，通过一个“三流明星”介绍，就
疯狂地爱上了这么一个大美女。在半
年时间付出 1300 余万元之后，才突然
发现掉进了两个女模特为他设置的桃
色陷阱。

网上有一份详细的 《女明星“陪
吃饭”价目表》，列举了当红女星陪吃
饭的价格。很多人怀疑，女明星陪吃
饭，这是真的吗？来自福建的富豪林
老板，在 2012年 10月到北京之后，也
像我们一样对他的京城朋友发出追问。

“这有何难？我马上给你搞掂！”
林老板的朋友当即打了一个电话。

当晚，一个叫王雨墨的女明星翩
然而至。

王雨墨，1984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
市一个普通人家，父母虽是工薪阶
层，但对这个聪明可爱，长相秀丽的
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很小就把她送
到艺术培训班学习音乐和舞蹈。

高中毕业后，成绩平平的王雨
墨，凭借她高挑的身材，漂亮的长
相，以及从小参加艺术培训班打下的
功底，成功考上了南京一所艺术院
校，学习模特表演。

大学毕业后，有心在演艺事业上
打拼的王雨墨，考虑到留在老家机会
不多，要想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必
须去“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寻找机
会。于是，2005年初，王雨墨最终选择
北上京城，成为众多北漂族中的一员。

刚到北京时，王雨墨也像许多北
漂族一样，住过地下室，做过艺人助
理。此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签约
北京一家广告传媒公司，成为一名平

面模特，接拍一些正装品牌和护肤用
品广告，偶尔也参加一些电视剧演
出，也算是京城的三流“女明星”啦。

王雨墨魔鬼身材撩人心魄，饭桌
上和林老板推杯换盏眉目含情。饭
后，王雨墨与林老板相互交换了电话
号码。林老板刚刚离婚，回福建后，
保持着与王雨墨的热线电话。王雨墨
主动抛出橄榄枝，多次拐弯抹角地追
问林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

林老板身家数十亿，他觉得王雨
墨是个不出名的“三流明星”，跟自己
搞得这么热乎就是看上自己的钱。林
老板没想跟她有下一步，就搪塞她
说：“如果你是中央领导的女儿，我可
以考虑啦。”

林老板本想用这句话打掉王雨墨
的念想，没想到王雨墨却咯咯一笑
说：“我一个姐姐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小
女儿，年龄经历也都跟你挺般配的，
要不要我把她介绍给你啊？”

林老板觉得王雨墨混迹于京城娱
乐圈，认识个把中央领导的子女也不
足为奇，通过她认识上层名媛不失为

一个捷径，当即说：“好啊，有时间请
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林老板原以为王雨墨只是随便说
说，但他没想到的是，11 月底的一
天，王雨墨竟然直接飞到福建，对林
老板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朋友叫爱
凤，前国家领导人的小女儿，去美国
读完研究生后，在美国自家的公司工
作了几年，之后嫁给了世界首富比
尔·盖茨。不过，两人婚后感情不
和，前段时间刚离婚。她想回国找个
真心爱她的人结婚。”

“你等等，她多大啊？这么大的事
情怎么没有报道啊？”林老板问。

“比尔·盖茨要在中国做生意，要
通过爱凤姐打开中国市场啊。不过爱
凤姐才 32 岁，两人性格不合过不下去
才分手的嘛。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保密
的，哪能报道呢？”王雨墨神秘地说。
林老板觉得王雨墨说得有理，连忙找
出自己最精彩的照片和自己的相关资
料交给她。随即王雨墨赶回北京。

林老板焦急等待了十几天之后，
王雨墨从北京传来喜讯说：“爱凤姐看
了你的照片和资料后，表示非常满
意，同意跟你见面，你马上飞过来
吧。”

林老板12月8日飞到北京，当天晚
上，在王雨墨的精心安排下，林老板在
北京国贸附近的一个高档会所，见到爱
凤。见面的瞬间，阅人无数的林老板意
乱情迷：爱凤身材高挑堪与任何模特比
美，略施淡妆，长相不亚于当今影视红
星。

天上掉下一只凤凰，难道就栖在自
己这棵老梧桐上了吗？要知道，这个美
女既是国家领导人的掌上明珠，又是比
尔·盖茨的前妻，那是见识和经历过顶
级富贵和权力的。林老板惊喜得有点意
外。

显然，爱凤也看出了林老板的这种
疑虑。她有意无意间拿出一个顶级名牌
的钱包，随手放在了桌子上。钱包里夹
着一张爱凤的身份证，出生日期为
1982年 8月 8日，住址为北京市西城区

西长安街 174 号中南海新华门 9 号 8
室，而姓氏与前国家领导人相同。

爱凤顺手把手机递给林老板，请他
给她和王雨墨拍一张合影。在查看拍摄
效果时，爱凤往上翻了几张，林老板看
到了一张爱凤与原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
片。

看完照片，爱凤说：“过两天我就
回美国，处理那边的一些事情。”顺着
这个话题，三人聊起了爱凤的前夫，爱
凤略带伤感地谈起了她在美国读书及与
比尔·盖茨谈恋爱等一些经历。

但林老板还是觉得，明星范儿的爱
凤与中央领导的相貌相去甚远，他试探
着问道：“爱凤小姐相貌如此出众，与

令尊长相大不一样啊。”
“她是个试管婴儿，身份特殊，需

要保密，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王雨
墨解释道。

原有的几个顾虑都被打消，加上爱
凤的衣着和随身饰品都是国际顶级名
牌，林老板深信不疑，在这顿丰盛的晚
餐结束后，就初步和爱凤确定了恋爱关
系。

12月9日，爱凤和王雨墨如约前来
陪林老板一起逛街。两个美女挎着胳膊
聊着天，引着林老板顺路来到会所楼下
的商场，驻足在名表专柜前。心领神会
的林老板正等着这个机会，先给爱凤和
王雨墨各买了一块 45 万余元的卡地亚

手表，随后又每人买了一件3万多元的
皮衣。购物结束之后，三人又去一家顶
级医疗美容会所做美容，林老板付了 6
万元。

购物、美容、吃饭，一天的时光很
快结束了。第二天，王雨墨对林老板
说：“爱凤姐急着要回美国处理那边事
情，她对你很满意，但你得表示出你的
诚意啊。”

当天下午，林老板交给王雨墨一个
运动包，里面装着100万元现金。林老
板轻松地说：“女人的事情我不懂，也
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你们自己买点
礼物吧。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爱凤
呢？”

王雨墨安慰他说：“别着急，爱凤
姐处理完美国的事情就会赶回来与你相
见的。”

回到福建的林老板百爪挠心地等候
了一周，让他倍感兴奋的好消息再次传
来，王雨墨打电话说：“爱凤姐12月21
日从美国到香港，她邀请你到香港一起
共度圣诞节。”

王雨墨还神秘地说：“12月21日可
是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这种特殊的日
子，只能与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你可要
珍惜机会啊！”林老板连忙从朋友手里
拿了一张银行卡赶赴香港。

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恐慌情绪，从世
界末日预言开始的12月21日到平安夜
的24日晚上，林老板陪着两个美女在香
港挥金如土。先后购买了诺基亚VER⁃
TU牌手机两部、纯黄金龙形摆饰品一
件、钻戒两枚、钻石项链两条以及红底

鞋、香奈儿牌包包等物品。4天时间里，
林老板在香港刷卡消费298万余元。

VERTU是最知名的奢侈手机品牌
之一，普通版一般售价为十几万人民
币，最高可达九十多万人民币。奢侈，
不顾一切的奢侈，就是 VERTU 的逻
辑。但林老板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甚至让他为了爱凤改头换面，都
是值得的。

林老板40多岁，身体微微发福是正
常的，加上个子不高，跟婀娜多姿的爱
凤走在一起，林老板总是自惭形秽。王
雨墨及时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先到美

容院抽脂,再整容，照着明星刘德华的样
子整。

2013年 1月 6日，爱凤和王雨墨陪
同林老板来到国贸附近的一个美容院抽
脂，林老板花 120 万元办了一张会员
卡。

2月 9日，除夕当天，两人带着林
老板来到另一家美容院做了面部整容手
术，花掉了224万元。

3月22日，林老板到北京做美容花
掉了93万元。

4 月 10 日，林老板又做了额头吸
脂、脸部酶蛋白腺等项目，花掉了 290

万元。
先后四次整容、美容花掉 800 万

元，把能整的地方差不多全都整完，很
有明星刘德华的风范了。林老板心想，
这下爱凤该领着自己去见未来的岳父了
吧。

5月11日，林老板想到自己连买礼
物加整容，已经花进去 1000 多万元，
应该可以见到未来岳父了，没想到爱凤
告诉他说：“老爷子去了南方度假，等
回来再说。我们先去定制结婚的饰品和
服装吧。”

无奈之下，林老板跟着爱凤和王雨
墨，先到东四环附近的一家玉器店，花75
万元买了3个玉镯，又到三里屯服饰大厦
定制了结婚服装，花掉了54万余元。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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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飞、邓卫国：申请执行人胥连香、王受明就己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2012）惠城法小民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现胥连香、王
受明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将你们名下的
位于惠州市惠州大道小金口段379号光耀荷兰堡8号楼703号房，
被查封的房地产经委托惠州市恒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
估价值为43.28万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15天，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你们上述被查封评估的
房产，依法拍卖。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郑州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平顶山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平
顶山市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向本院提交平顶山市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要
求对你公司所有的位于宝丰县城关镇美林湾1号楼12套房产予
以查封，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字宝执保第1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宝丰县人民法院

王素琴：本院立案执行的吴景春、沈红云、常月霞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等三案，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作出的(2014)郑黄证
民字第 593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郑
黄证执字第 1518号执行证书，(2014)郑黄证民字第 5931号具有
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郑黄证执字第 1513号
执行证书，(2014)郑黄证民字第 592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
权文书公证书、(2015)郑黄证执字第1517号执行证书，已经分别
发生法律效力，吴景春、沈红云、常月霞于 2014年3月14日分别
申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金执字第
2379、2381、238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执行裁定书，现责
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群英路8号
南阳新村小区34号楼18号房产一套。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办
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的通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前述有关
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
将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李智：本院办理的张进岗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开法执字第 2540 号的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失信决定书。现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
内履行本院(2014)开民初字第 672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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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智、张东、张彤：本院办理的张进民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开法执字第2538号的执
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失信决定书，现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
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4)开民初字第672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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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自讲：本院受理张瑞娟申请执行你、胡尚云、王帆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限你在公告次日起60日内到本院技术处选择评估机构，逾
期则依法评估被执行人王自讲名下查封在案的房产(房产证号为：
2011-15929、15930)及房屋内的家具及电器，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
担。同时濮阳市华龙区法院还将摇号随机选择拍卖机构，所确定的
拍卖机构不再另行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曹玉凡、梁万明：本院受理的张恒立申请执行你们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执字第 5020执
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在公告到期后3日内，协助张恒立将梁万明名下位于郑州
市 金 水 区 经 八 路 14 号 院 5 号 楼 3 单 元 33 号（产 权 证 号 ：
0501069097）的房屋办理过户至张恒立名下，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田红梅：本院受理谷盼盼诉你借款纠纷一案，申请人谷盼盼申请
执行(2015)金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
执字第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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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河南晶鑫实业有限公司、郑州中原硅碳实业有限公司、苏红军、李
志军：本院受理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汇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汇银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2015)郑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调解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郑执一字第46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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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军阁：韩松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一案，因你未履行
(2014)郑黄证民字第15366号公证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在执行中
依法委托河南正达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于邙
山区常青路12号五环村3号楼3单元6层东户(证号1401135575)
的住房一套进行评估，并已作出豫郑正达评字(2015)083610A号评
估报告，房屋评估价为95.36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
法拍卖。 [河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李振伟：申请执行人韩雪梅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因需对
李振伟名下位于康太家园21号楼4单元301号（产权证号：汴房地
权证字第3409848）进行价值评估，用于拍卖。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机构选择权
利，所确定的评估机构不再另行公告。选择评估机构后，三十个工
作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逾期不领取评估报告，视为放弃提出异
议权利，评估报告自动生效。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徐会克：本院受理张振涛申请执行你、李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4)郑黄证民字第24633号公证书、
(2015)郑黄证执字第1046号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执
字第223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对你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文化北路50号1号楼10层1023房
产(产权证号：0901068885)一套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
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
关事宜通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
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郑州亿利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水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靳潇戊、
王志阳、周志民、李宝成：本院受理河南豫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执
字第1327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
内履行(2014)金民二初字第38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李宝成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南路36号A
座2单元33号房产和周志民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15号1
号楼8层A805号房产各一套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
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
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恒信通商贸有限公司、郏县北洋兰格镁业有限公司、刘
群：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申请执行你公司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及刘群公告送达本院(2015)平执字
第252号执行通知书、裁定书，责令你公司及刘群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郑州桂盈鑫商贸有限公司、张柳、
刘亚明、孙建文、黄慧敏、贺乾鹏：本院受理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开法执字第2753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失
信决定书，现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
(2014)开民初字第 455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建：本院执行的王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开法执字第 101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张建在河南亿
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97%的股权），责令你于公告期
满之日起 3日内履行本院(2014)开法执字第 8167号民事调解书
所确定的义务，若逾期未履行，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
达。逾期既未履行又未到庭，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志伟、赵海旺：关于李闯申请执行与张志伟、赵海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北执字

第75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
内，按照（2014）安中民三终字第254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
行完毕。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陈永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崔袁妮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鄂沙洋执字第000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失信执行决定书、（扣留）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其3日内，自动履行本院生效的（2015）鄂
沙洋民初字第0002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不报
告，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沙洋人民法院

弋阳富通贸易有限公司、叶贵富、刘小美、张康生、汪金贵、
邵金花：本院已受理申请人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方住址不详，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饶中执字第 79号案件的执行裁定书，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5日内，你们须自动履行（2014）饶中民二初字第 56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仁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蔡华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临委执字第1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杨仁平所有的东风日产牌
EQ7250AC，赣F—05826黑色轿车一辆（发动机号为30684M、车
架号为 035418）。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因
涉及对拍卖的财产评估，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
弃选择权利。评估报告书于鉴定基准日后15个工作日送达于你，
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你可履行法定义务，如有异议，
请在领取报告书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交到我院，逾期不主张权
利，本院则依法对该标的物进入拍卖程序，拍卖机构选择为送达
该评估报告书到期日五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室进行选择，逾期
视为你放弃选择拍卖机构的权利，本院将对你的财产进行拍卖，
同时告知你及相关权利人于拍卖日到拍卖会场，拍卖日期具体
时间详见刊登拍卖公告的报纸、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江西法院
网、抚州法院网或者与相关拍卖公司联系。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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