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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中院关于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阜阳中院下辖 8 个县市区法院。
2013 年，全市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
件 193 件，2014 年共审结 246 件，同比
增长 27.46%，2015 年共审结 525 件，同
比增长 113.41%，全市法院毒品案件
数量增速迅猛，地区间差异大，并呈扩
散之势。在 8 个县市区中，临泉县人
民法院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最大，占全
市毒品犯罪案件的 20.75%，颍州区、
颍上县、阜南县、太和县毒品犯罪形势
也较为严重。
1.从毒品重量上看，小包零星贩
卖突出，大案要案增多，呈双向并增之
势（见图一）。2013 年，全市法院共审
结 10 克以下的毒品犯罪案件 47 件 55
人，2014 年共审结 55 件 67 人，同比增
长 25.53%，2015 年共审结 72 件 99 人，
同比增长 30.90%。毒品犯罪分子近
年来不断转变贩毒“策略”，
由大变小，
由集中到分散，将购得的大宗毒品分
散成小包进行零星出售，因目标小，便
于携带，不但增加了公安机关侦查的
难度，而且有效降低了被惩处的危险
度，零包贩毒日益猖獗。同时，受毒品
高额利润诱惑，贩卖毒品数量不断被
刷新，并形成了以家庭成员、同乡、亲
朋好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贩毒网络。
贩毒网络的构建，让贩毒分子联系更
加紧密，分工更加明确，渠道更加通
畅，也促使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不断
出现。2013 年以来，1 千克以上的案
件 35 件，其中 10 千克以上的 12 件，20
千克以上的 5 件，50 千克以上的 1 件，
同比增长 29.9%。
2.从具体罪名上看，涉案罪名较
为集中。2013 年至 2015 年，全市法院
共审结毒品案件 946 件，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罪共 445 件，占毒品犯
罪总数的 46.16%。其中 90%以上为贩
卖、运输毒品罪，走私、制造毒品罪仅
占极少部分。容留他人吸毒罪共 338
件 ，占 35.06% 。 非 法 持 有 毒 品 罪 共
132 件，占 13.69%。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罪共 32 件，窝藏、转移、隐瞒毒
品、毒赃罪共 13 件，引诱、教唆、欺骗
他人吸毒罪仅 4 件。
3.从犯罪手段看，涉案方式呈现
多样化，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涉毒
犯罪分子为牟取巨额利润，不断变换
隐蔽方法运输毒品，从车厢夹层藏毒
到水果、食品箱内藏毒，从棉被、衣服
中浸毒到快递托运，甚至采取人体内
藏毒的方式进行运输。
4.从犯罪主体看，多为男性青年
农民及低学历成员为主，但女性和 90
后毒品犯罪分子增长较快。2013 年
至 2015 年，全市法院审结的毒品案件
中 ，男 性 青 年 农 民 及 低 学 历 成 员 占
80%以上。在 1332 名涉案人员中，仅
有 64 名人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涉案人员高达
1268 人。2013 年共有女性毒贩 48 人，
2014 年 达 66 人 ，2015 年 达 98 人 。
2013 年共有 90 后毒贩 31 人，2014 年
达 60 人，2015 年已达 99 人。
5.从毒品类型看，以冰毒、海洛
因、吗啡为主，并有新类型毒品出现
（见图二）。涉案毒品已由过去海洛
因、吗啡，发展为以冰毒（甲基苯丙胺）
为主，兼有 K 粉、摇头丸、麻古、神仙水
等新类型毒品。毒品形态既有粉末、

三、
治理毒品犯罪的思路和建议

图二：毒品类型构成分布图

（注：本报告所涉及数字均为已审结案件数）
片剂、丸状，
也有液态毒品。阜阳市近
年涉案毒品绝大部分是冰毒和海洛
因，比重为 80%左右，吗啡的比重约为
10%左右。
6.从贩运路线看，主要线路明晰，
贩 毒 重 点 区 域 集 中 ，同 时 向 周 边 蔓
延。从毒源分析，阜阳市毒品主要来
源于国外、国内两个线路，
国外主要是
老挝、缅甸，
国内主要是广东、云南，
贩
毒分子将大宗毒品从上述地点走私、
贩运至阜阳临泉；从毒品分销区域分
析，阜阳市毒品案件出现最早、数量最
多的是临泉县，吸贩毒现象逐渐辐射
到其他县市区，
并向周边省份蔓延。

二、毒品犯罪成因分析
1.历史原因。阜阳市所辖临泉县
毒品问题由来已久。晚清以来，临泉
县即为安徽省种植毒品和贩卖毒品的
重点区域，种、贩、吸毒成为本地区部
分农民的生活、生产习惯。建国后，
临
泉基本上肃清了毒品问题余毒。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临泉县种植、自制
毒品和吸食、贩毒沉渣泛起，
加之部分
往来云南务工的临泉籍村民将毒品从
云南带回临泉贩卖，毒品问题在临泉
县死灰复燃，并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
毒品集散地。临泉县毒品问题历史渊
源深，禁毒形势严峻，
整治任务艰巨。
2.地理、人口和经济原因。临泉
县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对外交流、联
系方便。目前户籍登记人口 231 万，
为全国大陆地区人口第一大县。由于
人口、地理、资源等原因，临泉县经济
较为落后，为国家级贫困县。改革开
放后，许多人为了谋得更多经济利益
和个人发展而赴滇、粤务工，
但其中的
一部分人员文化程度偏低，较难获取
好的工作机会，
却又不愿勤劳致富，
妄
图一夜暴富的心理在一些人的内心逐

送达仲裁文书
蔡红霞：本委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受理申请人湖南泰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岳仲决字[2015]157 号裁决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岳阳仲裁委员会

申请公示催告

毒活动极为隐蔽，公安机关查处难度极
大。贩卖毒品幕后的大毒枭、大老板则
遥控指挥，
并不直接接触毒品，
追查更加
困难，往往会逍遥法外。同时，由于技
术、人员等因素，
侦查机关对毒品案件很
难延伸侦查，
深挖到底，
难以有效地打击
贩毒销售网络，铲除毒品犯罪的源头。
因查处的贩毒分子大多系零星贩卖，毒
品数量有限，而毒品数量是我国目前惩
罚毒品犯罪的基本依据，所以量刑自然
较轻，
难以起到刑法的威慑功能。

图一：毒品重量分布图

一、
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青岛百意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 00100062/20799134
号、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20 日、付款人为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林源创业商贸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付款人开户银行为农行开发分行营业部的商业承兑汇票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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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申请人青岛百意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 00100062/20799133
号、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20 日、付款人为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林源创业商贸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
为申请人，付款人开户银行为农行开发分行营业部的商业承兑
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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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申请人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10200052 25039459，金额为6300000元；出票人为天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工商银行嘉兴海宁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2 月 7 日）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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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定县三胜伟业电子广场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承兑

渐形成。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毒品犯
罪的非体力性和高额回报使他们不惜铤
而走险，
走上毒品犯罪的不归路。
3.管控原因。目前治理毒品犯罪的
手段仍然是重打击、轻预防，
综合治理手
段不完备。阜阳市打击、惩治毒品犯罪
的力度虽然不断加大，但由于毒品犯罪
的隐蔽性、毒品交易的灵活性，
给缉毒和
获取毒品犯罪证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同时，一些娱乐场所和服务行业为招揽
生意，
增加营业收入，
对吸毒贩毒行为的
放任、纵容，
滋长了吸毒、贩毒行为，
加之
社会监管、防控、矫正机制比较薄弱，禁
毒措施不得力，客观上削弱了治理力度
和禁毒效果。
4.非法牟利原因。毒品是国家严格
管制的违禁品，
利润极其丰厚，
阜阳地区
毒品利润通常为成本的 5 至 10 倍，超额
回报就成为毒贩乐此不疲的内在动力和
力量源泉。
5.市场原因。虽然生产决定消费，
但消费对生产起到重大的作用却是不争
的事实。近年来，阜阳市吸毒人员群体
不断扩大，受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膨胀的
影响，
零包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毒品
犯罪增长迅速。零包贩毒是毒品流向吸
毒人员的末端消费环节，容留他人吸毒
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毒品消费和交
易的活跃程度，二者直接刺激了毒品犯
罪的滋生、蔓延，
社会危害性较大。大量
吸毒人员的存在和持续增长，形成了市
场对毒品的刚性需求，这将直接导致毒
品犯罪在较长时期内滋生、蔓延。毒品
的巨大毒害性使得吸毒人员产生生理和
心理的依赖，
为了满足吸毒需要，
大部分
人不惜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
6.侦破和惩罚原因。全市法院审结
的毒品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为贩卖
毒品的中间环节，由于被查获的贩毒人
员对毒品上线知之甚少，
有的尚未谋面，
不知道其真实姓名、年龄、面貌、住址，
贩

汇票（号码为 10400052 25979218，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海
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市飞帆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银行海宁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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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朱帝荫：本院受理关于叶步木等十九人申请执行与朱帝荫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深圳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对朱帝荫位于陆河县河田镇岁宝四街一巷18号的房地产进行评
估并已作出估价报告书，该房地产评估净值为1255922元。现予以公
告送达，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书，逾期未交则视为对该评估报
告没有异议。
[广东]陆河县人民法院
刘荣奎:关于赵思强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3)深宝法民一初字第 102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由于你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赵思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
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5)深宝法公执恢字第 138 号。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依法查封并委托深圳市世纪中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你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石桥村委会人民六路 18
号中天彩虹城 1 幢 B 座 1001 房进行评估，评估总值为 568250 元
(具体详见深世纪中盛房估字[2015]第 12085F 号评估报告书)。因
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无法以其他法定方式向你送达评估报
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公告期限为 60 天。如你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必须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以评估价
为起拍价拍卖上述财产，拍卖成交款用以清偿你的相关债务。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欧红南、欧闰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中元申请执行与你
们两人、周文、长沙涌金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书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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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遏制毒品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
统工程，必须在始终保持打击犯罪高压
态势的同时，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政策、
经济、教育、道德和民俗等多种手段，进
行全面、持久的综合治理。
1.继续加大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的力度。紧绷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这根弦，
保持依法严惩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
不紧
一阵松一阵，不给毒品犯罪分子可乘之
机。一是用好用足刑罚武器，
有效打击、
震慑和预防毒品犯罪；
二是结合本地毒品
犯罪的特点，深入开展毒品案件调研工
作，
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预测毒品案
件发展变化的趋势规律，
提高主动应对风
险挑战的能力；
三是用足用好财产刑、依
法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
切实加大对毒
品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
2.拓展预防毒品犯罪教育渠道，
实现
禁毒宣传全覆盖。大力加强禁毒宣传，
扩大禁毒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确保禁毒宣传深入到社区的各个层面和
各个群体，使人人都认识到吸食毒品对
身体健康、对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性，
在心理上筑起防毒、拒毒、反毒的防线。
深入开展“禁毒巡回审判，万名群众旁
听”活动，把禁毒巡回法庭开进乡镇、社
区、校园、单位，将打击、教育、感化和宣
传贯穿于庭审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实现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以青少年
为重点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使他们
认清毒品危害，
自觉地远离、
抵制毒品。
3.构建“三位一体”亲情帮教网络，
适应禁毒综合治理新常态。有效遏制毒
品犯罪快速蔓延趋势，打击不是唯一手
段，需要打击和综治共同发挥作用。针
对涉毒人员融入社会难，重新犯罪率高
的特点，
对每个涉毒对象建立由法官、社
区、亲属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亲情帮教
网络，对帮教对象从生活、就业、人格上
关心挽救，深入细致做好被帮教对象的
思想教育和禁毒知识及毒品危害教育工
作，把禁毒帮教工作作为适应禁毒综合
治理新常态的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战略
任务抓好、做实。
4.加强配合，形成对毒品犯罪的打
击合力。在禁毒工作中，始终如一地密
切同检察、公安及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的
联系与配合，坚持对重大毒品案件判后
总结研讨制度，提出针对性、建设性意
见，引导侦查机关做好证据的收集、甄
别、固定工作，
共同研究解决办案中遇到
的问题，
形成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5.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禁毒司法能
力和专业水平。挑选优秀法官组成毒品
案件专门合议庭，
采取重点培训、经验交
流等方式，
不断增强法官的综合素质，
全
面提升审判能力和水平，为毒品工作的
深入开展提供强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课题组成员：吴世琦 孙筱梅 王
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调 研 精 粹
为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有效提升民商事审判质效，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结合万州法院自 2012 年
以来参照医院专业理念探索审判专业建设路径的做法，对西
部基层法院民商事审判专业化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并根据发
现的问题，
提出建议。

一、探索理念与举措
1.借鉴医院繁简分流的理念实现简案快审和难案精审。
医院在门诊部和住院部依据病症繁简差异配置医疗资源，提
高诊疗效率。门诊部集约配置少量医疗资源处理大量简易病
症，
住院部则集中优质专家资源处理少量复杂病症，
通过繁简
分流创造专业分工前提。万州法院依托 10 个诉调对接平台，
通过诉调对接和诉非衔接，
化解受理民商事纠纷的三分之一，
余下案件转入 9 个专门合议庭审理，从而实现了简案快审和
难案精审。
2.参考医院专业分工的建制组建审理类型化案件的专门
合议庭。医院将繁简分流后的复杂病症，
根据病症特点、诊疗
手段和对医生素能的不同需求，
将住院部医生细分为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等不同专业科室。法院的民商事审判，依据纠
纷法律关系的差异等，
也有家事、商事和权属审判之分。万州
法院设置婚姻家庭、侵权赔偿、金融债权、公司纠纷等 9 个专
门合议庭，集约审理家事、商事和权属纠纷的类型化复杂案
件。
3.学习医院剥离同质劳动的集约化思路保障专业法官的
案件审判。医院将同质劳动从医生的诊疗行为中剥离，从而
保障医生诊疗的专业化。医院的放射、检验等科室并非集中
于某一专科，门诊部、住院部均可资源共享。法院将法庭速
录、文书送达、案件扫描、信息录入等同质性辅助工作剥离出
民商事审判专门合议庭集约进行，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也有
利于专业法官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

二、探索后的成效

1.案件审理以类型化为主线。组建 9 个民商事案件专门
合议庭集约审理婚姻家庭、侵权赔偿、土地流转、金融债权、普
通合同、公司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建设工程纠纷等 9
类典型案件。在该模式下，一审平均审理时间从 2010 年的
120 天下降到 2015 年的 67 天，审判效率加快；一审判决改判
发回重审率由 2010 年的 0.8%下降到 2015 年的 0.14%，案件质
量明显提高。
2.监督管理以规范化为核心。建立“主审法官—专门合
议庭—建制庭联席法官会议—民商事审判专委会—审判委员
会”
五级审判监督权体系，
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权，
实现“谁审
理、谁裁判”
。根据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司法
公信力民意调查报告，万州法院司法公信力指标得分从 2010
年的 89.71 分上升到 2015 年的 93.27 分。
3.办案流程以信息化为平台。推行办案流程的过程管理，在立案、审前、庭
审、裁判、结案、归档 6 个节点实行积分制管理。建立考核数据库，能够从数据库
直接提取每个民商事案件的全部审判质效数据，并且将绩效数据直接考核到 9
个专门合议庭和主审法官。
4.法官培养以精英化为目标。目前，9 个专门合议庭法官队伍总体呈现出年
轻化、知识化的特征。58 名民商事法官中，45 岁以下 53 人，占比 92%；45 岁以下
的法官中，已经取得研究生学历共 21 人，正在攻读研究生学历的法官 27 人。挂
职锻炼、交流学习 13 人次，
有效锻炼了青年法官的综合素质。

三、探索中发现的问题
1.传统的建制庭管理体制与专门合议庭的扁平化考核存在冲突。目前的审
判绩效考评制度以办案数量、结案率、上诉发改率等为主要指标进行，考评的对
象是传统的民商事审判建制庭（如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而非设立于各建制庭
内的专门合议庭。对不同类型案件的难易程度关注不足，导致法官办案存在功
利主义色彩。
2.针对专门合议庭的教育培训不足。根据问卷调查，各专门合议庭法官中，
高达 93%的法官希望学习助益审判业务所需要的其他知识。如金融债权合议庭
法官非常乐于继续学习银行、保险业务、投融资知识及财务、会计等知识。但现
有继续学习培养模式仅集中于在职学历教育，与一线业务法官的学习意愿之间
存在落差。
3.轮岗不足导致“专”
“博”失衡。专业化建设客观上需要各专门合议庭成员
相对固定，而相对固定带来的弊端是轮岗不足，知识和技能不能得到均衡发展。
“专”
“博”失衡的表现有二：三个民事建制庭业务分工各异导致互相不熟悉案件
特点、审理规律；
同一建制庭内部不同专门合议庭之间互相不熟悉业务。

四、对策与建议
1.全面推行难度系数考核体系。施行以
“等量代换”
为基本理念的案件难度系
数考评指标体系，
实现法官工作量和审判绩效的差异化考核。建立难度系数表，
确定各专门合议庭不同类型案件的考核难度系数，
实现对办理不同类型案件法官
工作量的不同考核，
其基本的计算方法为
“单件得分=单件考核标准×难度系数”
。
2.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对专门合议庭法官的培训注重充实法官业务
知识与提高实际司法能力相结合，实现从普及型学历教育向专业化对口培训为
主的转变。
3.确立定期轮岗交流制度。各专门合议庭法官应当在各自专门合议庭和建
制庭内轮岗锻炼三年左右，才能较为全面的掌握类型化案件的主要特点和审判
规律。因此，
在现有的专门合议庭内及民商事建制庭之间，
确立三年的轮岗周期
能够较为兼顾“专”
“博”
平衡。
（课题组成员：
卢 伟 熊佳圣 喻晓峰 张季春 张德政 黄用颜 范京川）

权证为澧国用（2006）第 3572 号、面积为 186.21 平方米住房 1 套
作 价 345479 元 ，交 付 澧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抵 偿 肖 军 债 务
289156.8 元，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找补王琼以物抵债后多余
的价款 56322.2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石君辉、
黄任如、
邵阳市诚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
人民法院报2016年1月21日（总第6559期）
理邹春和申请执行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2015）双民初字
刘殷平：本院受理李刚、刘国华申请执行（2015）楼民吕初字 第73号民事调解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湘0522执
（2016）湘0522执13－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第 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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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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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确定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院可依法
将你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湖南]新邵县人民法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郑国梁：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艳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
陈桂德:贺鹏申请执行你、刘伟瑞、文江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指定攸县人民法院执行，因你下落不 纠纷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4)株中法执字第 143-2 号执行裁定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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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执行。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湖南]攸县人民法院
KIM SEUNG HYUN（金承铉）：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
文江良:贺鹏申请执行你、刘伟瑞、陈桂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指定攸县人民法院执行，因你下落不 限公司漕河泾支行诉 KIM SEUNG HYUN（金承铉）公证债权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4)株中法执字第 143-2 号执行裁定书,自 文书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作
出的（2014）沪东证执行字第 29 号执行证书强制执行。因无法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湖南]攸县人民法院
湖南亚深汽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马林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财产评估结果告知
桂宇你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执行一案,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法律 书。2014 青执字第 256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
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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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SEUNG HYUN（金承铉）名下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郡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澧执字第540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申 峰路 9 弄 132 号房地产；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并依法委
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自动履 托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地产进行评估，已作出
行(2015)澧劳人仲字47号仲裁书确定的支付申请执行人马桂林医 评估报告书，上述财产以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为估价时点的市场价
疗费等72891.28元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同时向你公司 值为人民币409.83万元。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2015)澧执字第54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你公司在长沙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收入8万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以后情况没
有变化，不再公告。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胡霞弟、刘跃梅：本院受理上海黄浦豫园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肖军、王琼：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司诉胡霞弟、刘跃梅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申请人上海黄浦豫园小额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由上海市新黄浦公证处出具的（2014）
（2014）沪新证经字第 235 号、
（2014）沪新证
（2014）澧执字第 78-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王琼所有的位于澧 沪新证经字第 234 号、
县澧阳镇永兴寺居委会的产权证号为 024495 号、国有土地使用 经字第77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4）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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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专业化建设探索的调研报告
——

运用多种手段 全面综合治理

EOPLE' S COURT DAILY

参照医院专业理念 完善审判专业建设

核心提示：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
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
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
依法审理毒品犯罪案件，
积极
参与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
对 2013 年至 2015 年审理的毒品案件进行调查研
究，
以总结新时期毒品犯罪的特点和成因，
分析审理中发现的问题，
并提出预防、
遏制毒品犯罪的建议。

P

证执行字第 10 号执行证书，因你们在法律文书生效后未履行，本
院依法作出裁定：将被执行人胡霞弟名下已被本院查封的上海市
沪闵路 6259 号 1001 室、1006 室、1102 室、上海市碧秀路 98 弄 6 号
1001 室房屋交有关单位予以拍卖或变卖。经委托，上海国城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估字
2015-08097 号及国城估字 2015-10271 号评估报告，上海市沪闵
路6259号1001室房屋评估价格为人民币222.50万元，上海市沪闵
路6259号1006室房屋评估价格为人民币222.50万元，上海市沪闵
路6259号1102室房屋评估价格为人民币268.80万元，上海市碧秀
路98弄6号1001室房屋评估价格为人民币392.70万元。现本院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委托上海技术产权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上述房产。届时，如需了解拍卖信息，请直接与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陆女士，联系电话
18502122846。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大连海事法院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上午 10 时
依法按现状对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镇大陈相村的一宗出让国
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面积为273，887平方米，评估
价为人民币75，045，038元[详见辽隆资土（2015）
（估）字第7908号土
地估价报告 ]。展示时间：2016年1月26日-1月28日 展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辽宁连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
www.ln-lh.com 公司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87号金福星
大厦1901室 联系电话：0411-83797556 15840810116 王先生 有
意竞买者，
请于2016年2月4日上午11时前持有效证件到大连海事法院
708房间交纳竞买保证金400万元（支票以到账为准。户名：
大连海事法
院；开户行：建设银行大连中山支行；账号：21201501200053017820）。
交付保证金后，
请于2016年2月4日下午15日前持保证金收据及相关证
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请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
行、
大连派尼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
周莹、
张铁
辉、
周波、
冯颖、
鸡东北方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鸡西北方制钢有限公司等相
关权利人到场或派代表到场参加拍卖会。大连海事法院联系人：
贺法
官 联系电话：
0411-82759619 辽宁连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
沈
阳市沈河区团结路89号恒运大厦 联系电话：
024-31009996（本次拍卖
信息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查询）。 辽宁和盛祥拍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