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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讯 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竟收
购死猪进行加工出售。12月7日，被告
人詹某被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一审以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
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春节前，被
告人詹某租用漳平市芦芝乡梅水坑小杞
水电站附近一废弃简易平房，并设立冻
库，用于宰杀死猪并冷冻储存死猪肉。
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1日期间，被
告人詹某在龙岩市新罗区一带养猪场以

及南靖县和溪镇一家死猪无害化处理厂
收购死因不明的死猪，后雇请工人吴某、
骆某等人（均已判刑）到该简易平房将死
猪进行剥皮、解剖，对猪肉分类包装，然
后冷冻在该冻库里，待积累到一定数量
时，将成批死猪肉销往厦门。

2014 年 4 月 1 日下午，詹某指使工

人将冷冻的死猪肉从简易平房运往漳平
市和平镇某村民家的冻库存放途中，被
漳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当场查获。漳平
市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詹某租用的
简易平房和现场查获的冻猪肉共计
8995公斤。

经漳平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调查，涉案

冻猪肉均未经过检疫。经福建省龙岩市畜
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涉
案冻猪肉的样品中未检测出猪瘟病毒核
酸、口蹄疫病毒核酸、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抗
原核酸。经漳平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
案冷冻死猪肉价值人民币123567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詹某明知
是死因不明的死猪而进行生产、销售，其
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综合被告人詹某的犯罪事
实、性质及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陈立烽 俞玮钰）

收购死猪加工出售
漳平一被告人一审获刑二年被罚10万

泛鑫公司保险诈骗案二审宣判
上海高院根据刑法修正案（九）改判陈怡无期徒刑

■法官说法■

安置房预售常“变脸”，须谨慎交易

被控受贿近2000万

昆明原副市长李喜出庭受审
拆迁户未摇号未签补偿协议委托中介“预售”安置房生变

中介状告拆迁户主违约被驳回

本报讯 （记者 卫建萍 通讯员
吴艳燕）12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对原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陈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江杰集资诈
骗案作出终审宣判。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的相关条文规定，对上诉人陈怡、江
杰在量刑上作相应改判，判处陈怡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判处江杰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今年2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曾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以集资
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怡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江杰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判决后，被告人陈怡以集资诈
骗罪定性错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
诉。被告人江杰认为，一审认定其与陈
怡构成共同犯罪错误，对其量刑过重，同
时提出上诉。

现年 36 岁的陈怡，大专文化，原系
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浙江永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
州分公司、杭州中海盛邦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2010 年初，陈怡、谭
某（另案处理）与时任泛鑫公司法定代表
人刘某签订协议，挂靠泛鑫公司开展寿
险代理销售业务并支付管理费用。此
后，陈怡、谭某以泛鑫公司江苏路营业部
名义对外开展业务。

陈怡与谭某经合谋，将保险公司20
年期的寿险产品拆分成1至3年的短期理
财产品对外销售，骗取投资人资金，并对
相关保险公司谎称该资金为泛鑫公司代
理销售的20年期寿险产品的保费，通过保
险公司返还手续费的方式套现。通过此
类“长险短做”业务，泛鑫公司迅速发展。

2011年，泛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为陈怡。2012年6月，刘某与陈怡通过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使泛鑫公司江苏
路营业部以及收购之后的泛鑫公司实际
由陈怡及谭某控制。同年，陈怡伙同江
杰以收购的方式先后实际控制了浙江永
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和杭州
中海盛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而早在2010年2月至2013年7月期
间，陈怡、江杰先后以泛鑫公司、永力公
司、中海盛邦公司名义，与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沪、浙分公司及幸福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沪、浙分公司等签订
了《保险代理协议》，并在沪、浙两地招聘
了 400 余名保险代理人组成销售团队，
由代理人或通过银行员工在江、浙、沪等
地向 4400 多人推销上述虚假的保险理
财产品计人民币13亿余元，并利用上述
手续费返还的方式套取资金 10 亿余
元。至案发，共造成3000余名被害人实
际损失8亿余元。

2013 年 7 月 28 日，陈怡、江杰发现
资金链将断裂，遂将近5000万港币转至
香港后，携带83万多欧元等巨额现金和
首饰、奢侈品等财物潜逃境外。同年 8
月19日，陈怡、江杰在斐济群岛共和国
被抓获。

上海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判根据陈
怡利用泛鑫公司这一平台，向不特定的
人采取欺骗方式非法集资、对保险公司
亦采用欺骗的方法套取佣金，套取佣金

后用作发放代理人高额佣金、收购公司、
购置高档轿车、境外旅游及其本人购买
高档消费品挥霍等事实和证据，结合泛
鑫公司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陈怡于
2013年6、7月与江杰策划并携款潜逃国
外的行为，认定陈怡具有非法占有的主
观故意，构成集资诈骗罪并无不当。

根据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被告人及
涉案人员的供述等证据，结合泛鑫公司
资金链断裂之后，江杰与陈怡共谋携款
潜逃并将国内资金转移境外的事实，原
判认定江杰主观明知泛鑫公司将 20 年
寿险产品拆分为短期理财产品销售的情
况，仍与陈怡共同向不特定人群以欺骗
的方式非法集资，而对保险公司隐瞒真
相，套取保险公司高额佣金，与陈怡构成
共同犯罪并无不当。

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怡、江杰犯集资诈
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
确，上诉人陈怡、江杰及辩护人的相关上
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
纳。原判对陈怡、江杰集资诈骗犯罪判决
所依据的刑法，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九）》颁布之前，鉴于相关法律
发生变化，对陈怡的量刑予以改判。根据
上诉人江杰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对其量刑亦作相应改判：判处陈怡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判处江杰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报讯 利用 POS 机为他人套
现，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中赚取
好处费，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12
月 9 日，被告人陈某因犯非法经营
罪，被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3月6日，
陈某以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向梅县工商
行 政 管 理 局 申 请 登 记 某 电 器 行 。
2011年6月17日，陈某又以其妻子个
体工商户的名称向梅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申请登记另一个电器行。2011
年8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为方便客
户购买电器后使用信用卡刷卡结算，
陈某分别利用两个电器行的营业执
照、税务登记证等资料，向易宝支付
公司、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快钱
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农业银行梅
县支行、农业银行梅州分行申请了 5
台POS机。

期间，陈某听说现在很多人用
POS 机套现，因为刷卡套现有免息
期，对需要大量现金又不愿负担利
息的人来说，这种选择最“划算”。
陈某想，自己本来就是合法经营电
器，如果偷偷用自己的 POS 机为他

人套现，不仅能“以假乱真”，而且
在收取手续费、扣除向银行缴纳的
刷卡扣率后，还可以赚取其中差
价。于是，陈某以“一传十，十传
百”的方式对外宣传可以帮忙用
POS机套现。

当 有 信 用 卡 持 卡 人 要 求 套 现
时，陈某就虚构信用卡持有人在其
电器行购买电器，需用信用卡“资
金结算”，为他们提供 POS 机刷卡，
进而帮助套取现金。陈某按刷卡套
现金额大小分级收取手续费。手续
费到手后，才将套现金额交给信用
卡持有人。至案发前，陈某利用 5
台POS 机虚构交易，共为15人套取
现金227万多元，从中收取好处费1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使用销售
终端机具 （POS 机），以虚构交易、
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
接支付现金，扰乱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应依法惩处，但鉴于陈某归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确有悔罪表
现，可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黄义涛 郑梦丽）

利用POS机套现二百余万
获刑二年罚金2万利用POS机为他人套现200余万

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被处刑

古董商贩谎称能助人当上公务员诈骗6万余元获刑三年九个月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拆迁户
在没有参加摇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
情况下，就急于委托中介“预售”部分
安置房，并与中介和买受人签署了三方
协议，其后，拆迁户摇号时未选择购买
意向书确定的三处房产，中介以拆迁户
违约为由诉至法院。近日，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海沧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中介
的全部诉求。

家住海沧区的吴先生的房屋即将拆
迁，按规定可以拿到多套安置房。2014
年1月，在安置房还未按照相关程序摇
号确定的情况下，吴先生想将部分预
期的安置房出售变现，与房产中介刘
女士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吴先生
授权刘女士出售位于海沧区某花园的
房产，楼层、户型任刘女士的客户挑
选，实收价为 5200 元每平方米，售出
价格多出部分归刘女士，如少于 5200
元每平方米，刘女士予以补足。出售时
间以吴先生与政府签订拆迁协议当日
止。在委托期间如果吴先生私自出售或
者委托他人出售，均要赔偿刘女士损失

并支付中介费。
签约后，刘女士很快找到三位买

主，三人分别与刘女士、吴先生签订了
三方《房屋购买意向书》，三位买主要
求购买安置房小区内朝向较好的房产，
并选定了具体的门牌号，协议时效为签
订之日起一个半月内。之后刘女士代吴
先生收取了三人意向金各2万元。

三份协议到期后，吴先生仍未收到
摇号和签拆迁补偿协议的通知，刘女士
退还了三人的意向金，但刘女士仍想延
长《房屋购买意向书》约定的期限。岂
料不到两个月，海沧区的房价大涨，吴
先生拒绝再延期。而刘女士已与三个买
房人自行签署了购房意向书，但吴先生
拒绝再出售安置房。

同年5月，吴先生以户主名义与拆

迁公司签订了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分到的安置房中未包含之前三方
协议中所指的房产，协议明确被安置对
象包括吴先生的妻女。刘女士认为吴先
生可以选《房屋购买意向书》中所约定
的房产而故意不选，造成其中介费损失
及房产差价损失，于是将吴先生诉至法
院。

吴先生辩称，安置房并非其个人财
产，而是安置户共有的财产，其与刘女
士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获得其他
共有权人的同意，属无效委托，没有法
律效力。并且在委托书签订时，吴先生
对房产不但未持有合法的权属证书，也
未实际占有房产，甚至没有证据证明房
产真实存在，且内容明显荒谬，尤其是

“楼层、户型任刘女士的客户挑选”的

内容。故认为授权标的不明确，授权内
容不合法，《授权委托书》并未合法有
效成立。而依据《授权委托书》签订的

《房屋购买意向书》 已因过期而失效，
且也协商退约完毕予以解除。

海沧区法院一审认为，吴先生与刘
女士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但 《房屋购买意向书》 约定了终止期
限，吴先生在签订拆迁协议之前，该意
向书因期限届满而效力终止。刘女士依
据效力已终止的《房屋购买意向书》要
求吴先生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法院据此驳回了刘女士诉求。

刘女士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中
院提起上诉。厦门中院审理认为，一
审判决事实清楚，认定准确，遂维持
了原判。

本案承办法官黄玉梅在接受采访时
指出，安置房进入房地产市场流转，虽
受到法律认可，但由于此类房源的特殊
性，在流转税费、条件等方面均有区别
于商品房的特别规定，安置房在尚未摇
号及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之前即进行预
售，则存在更多的变数及风险。

一是拆迁安置以家庭和户为单位进
行，安置房系家庭共有财产，拆迁补偿
协议的签约人往往是家庭成员的代表，
并不是安置房唯一的产权人。仅与拆迁
户主签署安置房买卖协议，可能会为日
后交易埋下纠纷隐患。二是拆迁安置受
土地整体规划及拆迁总体进度影响，拆

迁补偿协议的签署及安置房的摇号确定
可能“旷日持久“，在房价波动较大的
地域和时间，会增加违约风险。三是通
过摇号确定的安置房，与安置户的数量
对比关系的变化有关，有可能随机选
择，也可能先选先得，均会影响安置房
的确定。

当事人可以依法约定附期限合
同，并把期限的届至作为决定合同效
力的依据。本案当事人在签署 《房屋
购买意向书》 时，约定了合同终止期
限，此举保护了房价上涨情况下卖房
人的权益。

本报讯 12月8日下午，云南省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昆明市原常务副市长李喜受贿一
案。被告人李喜被指控利用职务之
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1827万余元。

公诉机关指控，1996 年至 2014
年期间，李喜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官渡
区关上镇镇长，安宁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委书记，昆明市副市长职务
之便利，为他人在获取工程项目、职
务晋升、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
助，多次非法收受徐某、叶某等人的
财物共计人民币 1827 万余元、美元
13.2万元、欧元3万元以及价值33万
元的钻石、价值27.66万元的金块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喜身

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
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相关
规定，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法庭就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喜
受贿的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公诉人
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等有关证
据，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质证，并发
表了各自意见。李喜对被指控受贿的
犯罪事实进行了最后陈述。

庭审历经近4个小时后结束。被
告人亲友、群众代表近200人旁听了
庭审。

法庭宣布该案择日宣判。
（区 倚）

本报安阳12月10日电 未经国
家批准私自发行、销售彩票，销售金
额达120万余元，获利10余万元。今
天，被告人郭臻被河南省林州市人民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

现年 28 岁的郭臻一直试图寻找
发财致富的门路，偶然听说网上有一
种叫“3D时时彩”的彩票机，可以
自己发行出售彩票赚大钱。经考虑后
郭臻采购了该种彩票机。2014年4月
底，郭臻在林州市利民街新梅平百货
商场南门租赁门面，大张旗鼓地经营
自己的“彩票事业”。

直至案发时，许多不知情的群众
还以为郭臻公开出售的彩票属于国家
正规发行的彩票。事实上，郭臻打印
彩票所使用的“3D时时彩”机器是
一种类似于彩票机的游戏机，销售的

彩票都是自己打印，与国家发行的彩
票没有任何关系，也未经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9 日期间，郭臻
的彩票店经营数额为125.5万元，退
票金额 650 元，兑奖金额 113.3 万
元，盈利12.2万元。郭臻于2015年3
月 19 日到林州市公安局投案，并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郭
臻将违法所得全部退缴。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臻违反
国家规定，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扰
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
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郭臻主动投
案，庭审中悔罪，并退缴了违法所
得，并根据郭臻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上
述判决。

（李 广 王 珂）

以“3D时时彩”游戏机制售彩票
行为人获刑三年缓刑三年罚金15万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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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芬、贾旭、贾翠：本院受理的袁秀双申请执行你们法定
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高法执字第643号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司法公开告知书、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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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

李春利、李冬青：本院受理的刘海伟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高法执字第504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司法公开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之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
朱治发、房玉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2015）南执
字第 302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唐执指交叉字第
1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呼
伦贝尔分公司申请执行朱治发、房玉玲追偿权纠纷（执行依据为
（2013）滦民初字第374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指定由唐山市路南
区人民法院执行。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令，责令你们在法定
期限内履行法律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朱治发、房玉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各部伦贝尔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2015）南
执字第302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唐执指交叉字第
1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
部伦贝尔分公司申请执行朱治发、房玉玲追偿权纠纷（执行依据
为（2013）滦民初字第374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指定由唐山市路
南区人民法院执行。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令，责令你们在法
定期限内履行法律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郑培恒、郑培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2015）南执字第
791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唐执指交叉字第447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申请执行郑培恒、郑培军追偿权纠纷（执行依据为（2012）滦民

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指定由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执行。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令，责令你们在法定期限内履行
法律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张兵：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与何业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南执字第9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将被执行人张
兵在将被执行人张兵张淮安市清浦区南城小区B区3幢504室
（权证号：A201214386）的房产予以查封，轮候查封，期限三年。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闫小林：本院受理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与王

鹏娃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南执
字第84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将被执行人闫小林在中国
建设银行西安市阎良区航空科技大厦支行的个人存款13876.60
元（账号：4227730150230011079）扣划至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
民法院执行账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杨原莉：本院受理大同市冀东霸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与张仁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南执字第94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将被执行人杨
原莉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东大街储蓄所个人存款（账号：
154107010200000971849）16000元予以冻结，期限6个月，自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杨原莉：本院受理大同市冀东霸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与张仁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南执字第94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将被执行人杨
原莉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东大街储蓄所个人存款（账号：
6212801540000054024）22474.05 元予以冻结，期限 6 个月，自
2015年11月20日起至2016年5月20日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赵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与赵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南执字第45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将被执行人赵
琪在青岛交行江西路支行（账号：372901768240000041996）的个
人存款400000元扣划至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执行账

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徐占锋、张俊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第二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2015）
南执字第1128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令，责令你们在
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崔艳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第二分公司申请执行你追偿权纠纷一案（（2015）南执字第
114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令，责令你在法定期限内履
行法律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米亨龙、肖术琼、崔兴云、四川省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南执字第82-1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内容为：1、原裁定书中第一页最后一行及第二页第一行
中“申请执行人庞大乐业租赁有限公司自愿撤销执行申请”应更
正为“因被执行人却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延期执行”。2、原裁定
书中第二页第三行中“终结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4）南民初字第2051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应更正为“中止唐
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南民初字第2051号民事判决
书的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唐敏敏：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行直属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4）天民
初字第38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已向本院
申请执行。由于你地址下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湘天信
（鉴）字2015第07-1020号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
你名下的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46号金泰小区6栋701号住宅房

地产评估价为人民币叁拾贰万零贰佰元整（￥32.02万元），单价
为4573元/㎡。并通知你于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三点
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选定拍卖机构的摇珠。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阮建：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行直属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4）天民初
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已向本院申
请执行。由于你地址下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湘经典
（2015）长司 0707001510B 号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报告书载
明：你名下的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四片十九处欣胜园7栋608房
地产评估价为人民币玖拾壹万壹仟叁佰元整（￥91.13万元），单
价为3001元/㎡。并通知你于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三
点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选定拍卖机构的摇珠。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王秀华：本院受理王桂凤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拍卖流拍，申请执行人王桂凤申请接收，我院即作出
（2013）磐民执字第 5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你所有的坐落于
磐石市取柴河镇四道村铁北道口的吉房权磐石字第 2101-
823 号房屋及附着物作价 76，224.00 元扣除评估费 2000.00 元、
执行费 1030.00 元后抵偿给申请执行人王桂凤，现向你公告
送达裁定书，期限为 60 日，并限你见此公告后 10 日内自行处
理房屋内遗留财物，过期如发生毁损，灭失自负。

[吉林]磐石市人民法院
赵科：本院执行的你与王冰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辽阳执字第89号执
行通知书及风险提示：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通
知书确定的义务：（1）向王冰支付欠款83900元。（2）向王冰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85065.45元。（3）负担案件受理费及
审计费共计7919.02元。开户银行：辽阳银行同信支行，户名：辽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款，账号：800001593501880001，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
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民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
用惩戒。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洪宝：关于申请执行人金福海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营鲅执字第00809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五日内按照本院（2015）鱿民二初字
第0021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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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王峰：关于申请执行人刘烜宏申请执行你债权转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营鲅执字第00739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五日内按照本院（2014）鱿民二初字
第0023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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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胜宝石料有限公司、刘颖：本院受理吴秀

悦与你公司、刘颖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作出（2013）民二
初字第10号民事调解书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司、刘颖公告送达（2015）阜县执字第48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
有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
你公司、刘颖查实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泰安市国铁物资有限公司、马善顺：本院在执行（2013）岱执

字第458号申请执行人泰安市捷力物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泰安市国铁物资有限公司、马善顺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异
议人郭成对本院（2013）岱执字第458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
人马善顺位于时代佳苑小区30号楼1单元602室房产提出书面
执行异议，本院予以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岱执异字第25号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及执行听证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执行局听证室公开
听证，望你们带相关材料按时到庭听证。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武美龙：本院受理马鞍山市天择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原

平西美钢铁有限公司、武美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4）代法执字第143号执行通知书、（2014）代法执
字第143-1号执行裁定书、（2014）代法执字第143-2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代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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