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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江西省南昌市周文

强等人虚构推荐优质股票诈骗
案

【基本案情】
2010 年 5 月，被告人周文强为实

施诈骗活动，承租了江西省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红谷经典大厦某楼层，并通
过中介注册成立了江西三合科技有限
公司。周文强将招聘来的数十名公司
员工分配至公司下属名爵、德联、创达
三个部门，并安排专人负责财务、后勤
等事务。三个部门又各下设客服部、
业务组和操盘部。其中，客服部负责
群发“经公司拉升的某支股票会上涨”
等虚假手机短信，接听股民电话，统计
股民资料后交给业务组。业务组负责
电话回访客服部提供的股民，以“公司
能调动大量资金操纵股票交易”“有实
力拉升股票”“保证客户有高收益”等
为诱饵，骗取股民交纳数千元不等的

“会员费”“提成费”。操盘部又称证券
部，由所谓的“专业老师”和“专业老师
助理”负责“指导”已交纳“会员费”的
客户购买股票，并负责安抚因遭受损
失而投诉的客户，避免报案。2010年7
月至2011年4月间，周文强诈骗犯罪
团伙利用上述手段诈骗344名被害人，
骗得钱款共计37634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文强等人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股
票服务”的手段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周文强
以实施诈骗犯罪为目的成立公司，招
聘人员，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周文强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
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以诈骗罪
判处陆马强等被告人十年至二年零六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虚构推荐所谓的“优质
股票”为手段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参与炒股的人
群急速增多。有不法分子即抓住部分
股民急于通过炒股“致富”的心理，
通过“推荐优质股票”实施诈骗行
为。被告人周文强组织诈骗犯罪团
伙，先通过向股民群发股票上涨的虚
假短信，后通过电话与股民联系，谎
称公司掌握股票交易的“内幕信
息”，可由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分析股
票行情、操纵股票交易，保证所推荐
的股票上涨，保证客户获益等，骗取
客户交纳“会员费”“提成费”。一旦
有受损失的客户投诉、质疑，还有专
人负责安抚情绪，避免客户报案。以
周文强为主的诈骗团伙分工明确，被
害人数众多，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希
望广大股民在炒股过程中，不要轻信
所谓的“内幕消息”，不要盲目依赖
所谓的“股票咨询服务”等，应当充
分认识股票投资客观上所具有的风险
性，谨慎作出投资理财的决定。

案例二：河北省兴隆县谢怀
丰、谢怀骋等人推销假冒保健产
品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系堂兄弟，

二人商议在河北省兴隆县推销假冒保
健产品。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7 月
间，谢怀丰、谢怀骋利用从网络上非法
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聘用多个话务

员，冒充中国老年协会、保健品公司工
作人员等身份，以促销、中奖为诱饵，
向一些老年人推销无保健品标志、未
经卫生许可登记的“保健产品”。如话
务员联系的受话对象确定购买某个产
品后，则由负责核单的人进行核实、确
认，再采取货到付款方式，通过邮政速
递有限公司寄出货物，回收货款。谢
怀丰等人通过上述手段，共销售3000
余人次，涉及全国 20 余省份，涉案金
额共计1886689.84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一
审，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
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推销假冒保健
产品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谢怀丰、谢怀
骋系本案的发起人，谢怀丰出资租赁
从事诈骗活动的房屋，购买从事诈骗
的器材、设备，组织进货，谢怀骋提供
熟悉推销方法的话务员，二被告人均
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谢怀丰、谢怀骋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诈骗罪判
处陈秀杰等被告人三年至一年不等有
期徒刑或单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推销假冒保健品为手段
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我国老年
人数量不断攀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老年人日益注重养生和保健，社会
上针对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情况较为
常见。被告人谢怀丰、谢怀骋雇佣多
人，冒充老年协会、保健品公司工作人
员等身份，以促销、中奖为诱饵，打电话
向老年人推销假冒保健品，诈骗巨额钱
财，且被骗老年人人数众多，分布范围
广，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希望广大老年
朋友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通过电话推销
保健品的人员，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适
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保健品。

案例三：福建省晋江市吴金
龙等人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虚
假语音信息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台湾地区人员“阿水”

（另案处理）组织台湾被告人吴金龙等
人前往老挝万象进行电信诈骗活动。
该团伙在万象设置窝点，将事先编辑
好的诈骗语音包通过网络电话向中国
大陆各省市固定电话用户群发送语音
信息，谎称被害人“医保卡出现异常，
有疑问则回拨电话”。待被害人回拨
时，电话转到冒充医保中心工作人员
的团伙一线人员，谎称被害人的医保
卡涉嫌盗刷违禁药品，要求被害人向
公安机关“报案”，并引导被害人同意由
其转接公安机关的报案电话，后一线人
员将电话转接给冒充公安人员的团伙
二线人员接听。期间，二线人员以预先
更改好来电显示号码的“公安局号码”
与被害人通话以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套
取被害人个人信息，谎称被害人银行账
户存在安全问题，并将电话转至冒充检
察院工作人员的团伙三线人员，要求被
害人将银行卡内的存款转到指定账户，
进行所谓的“资金清查比对”，以此手段
骗取被害人钱财。吴金龙等人诈骗金
额共计101925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
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金龙等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互联网等电信技术
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人实施
诈骗，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吴金
龙负责召集、管理、培训人员，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
吴金龙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庄
靖凡等被告人十二年零六个月至二年不
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的虚
假语音信息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随着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参保人
员已逐步实现全覆盖，医保卡已成为人
们经常使用的卡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被告人吴金龙等人在境外设立窝
点，设置三线人员分别冒充医保中心工
作人员、公安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先
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有疑问则回拨电
话”的虚假语音信息，后通过三线人员的
连环诈骗，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诱骗
被害人将存款转至“指定账户”，从而骗
得钱款。提醒广大医疗参保人员不要轻
信医保卡出现异常的电话语音信息，更
不要轻易在电话中将重要个人信息告知
陌生人。

案例四：福建省平和县曾江权
等人以台湾居民为犯罪对象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

人曾江权伙同他人在福建省漳州市多个
居民小区内租房作为诈骗窝点，在各窝点
搭建可任意设置显示号码的网络电话平
台，并安排被告人吕文忠等七人作为窝点
负责人，组织窝点内人员实施诈骗。具体
实施诈骗的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曾江权提
供的台湾居民个人信息资料拨打电话，由
冒充商店超市工作人员的窝点人员虚构
台湾居民“因购物有错误付款须取消”的
事实，再由冒充银行客户服务人员的窝点
人员以“帮助取消上述分期付款业务”为
由，诱骗台湾居民到ATM自动取款机操
作，将银行存款转账到窝点人员提供的银
行账户，从而骗取钱财。其中，台湾被告
人颜安仁介绍能提供接收诈骗赃款的银
行账户的台湾地区人员给曾江权，还用自
己的银行卡为曾江权接收诈骗赃款。曾
江权等人诈骗金额共计3018112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审
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曾江权等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拨打不特定多数人电话，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被告人颜安仁
明知曾江权实施诈骗活动，而为其介绍
他人提供通讯工具、网络技术支持；提供
信用卡并转账、支取诈骗所得款项，帮助
实施诈骗。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被告人曾江权起组织、指挥作用，
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曾
江权有期徒刑十一年零五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颜安
仁等被告人十年零九个月至八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我国台湾居民为诈骗对象
的典型案件。本案中，曾江权等大陆被
告人与台湾被告人相勾结，针对台湾居
民进行诈骗，由台湾被告人提供台湾居
民个人信息资料和网络技术支持，并且
提供信用卡用于转账、支取诈骗所得款
项。大陆被告人设置窝点，通过拨打电
话实施具体诈骗行为。本案的发布，表
明无论犯罪分子来自何地，针对何人，

只要触犯我国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惩
处。

案例五：福建省厦门市上官永
贵等人帮助诈骗团伙转取赃款诈
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

上官永贵与诈骗团伙共谋后，商定帮助
诈骗团伙提取诈骗所得的赃款，以牟取
非法利益。其后，上官永贵提供食宿，并
支付每日数百元报酬，雇佣被告人上官
福水、上官生木取款。上官永贵与诈骗
团伙事先联系后，带领上官福水等人前
往广东省深圳市、惠州市、东莞市等地，
在银行ATM机上为诈骗团伙取款或转
账，一人取款时，其他人在旁望风。上官
永贵等人参与为诈骗团伙提取、转账诈
骗赃款共计 8954413.78 元。此外，2013
年3月至8月，上官永贵还采用向不特定
人发放虚假兑奖卡的手段，骗取他人财
物共计88671.09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上官永贵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向不特定人发放虚假
兑奖卡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并伙同被
告人上官福水、上官生木为诈骗犯罪团
伙提取、转账诈骗所得赃款，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其中，上官永贵负责与诈骗
团伙的上线联系取款、交款等事宜，雇佣
上官福水、上官生木等人取款，在共同犯
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官永贵还
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上官永贵有期徒刑十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诈骗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上官福水、上官生木有
期徒刑八年和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帮助诈骗团伙转取赃款犯罪
的典型案件。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蔓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为诈骗团伙转
取赃款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职业取款
人”。这类犯罪分子通过频繁更换银行
卡、身份证和手机号码，辗转各地为诈骗
犯罪团伙转取赃款，作案手段极为隐蔽，
严重干扰、阻碍了司法机关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活动。本案中，被告人上官
永贵在与诈骗团伙共谋后，使用 700 余
张银行卡，纠集、雇佣人员，专门为诈骗
团伙转取赃款，其取款的行为直接关系
到诈骗目的能否实现，已构成诈骗罪的
共犯。本案的公布，在于说明为诈骗团
伙转取赃款，依法属于共同诈骗犯罪，同
样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案例六：湖南省双峰县秦献粮
等人发送考试改分等虚假信息诈
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至8月，被告人秦献粮分别

伙同被告人康亮贤等人，以发送“代考”“考后
改分”等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秦献粮事先购
置银行卡、手机卡和QQ号，分配给康亮贤等
人，而后，秦献粮找人发送虚假手机短信，谎
称可以考后改分、代考等，并留下联系方式。
如有人联系考后改分或代考，由康亮贤等人
各自以“定金”等方式诱骗对方汇款至指定的
银行账户，再将被害人信息交给秦献粮，由秦
献粮冒充各地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的“领
导”，以“保证金”等名义继续诱骗被害人汇款
至指定的银行账户。秦献粮等人用此种手段
诈骗十起，骗得金额共计607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审

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秦献粮伙同他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被害人
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
中，秦献粮系主犯。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
告人秦献粮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康亮贤等被告人
一年零六个月至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送“考试改分”“代考”等虚
假信息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各
类从业资格和职业职称考试种类繁多，
此类考试结果如何，直接关系到考生的
就业、升职等个人利益。一些不法分子
即利用个别考生或其家属的投机心态进
行诈骗。本案中，被告人发送可以帮助

“考后改分”“代考”等虚假信息，以“定
金”等方式先诱骗被害人汇款至指定的
银行账户，而后又假冒教育部门工作人
员等身份，以“保证金”等名义继续骗取
被害人的财物，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希
望广大考生及亲属以平常心面对社会竞
争，不要心存侥幸，轻信此类虚假消息，
应本着诚实付出的态度参加各类考试，
共同促使社会进一步形成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良好氛围。

案例七：海南省儋州市羊大记
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 年 7 月起，被告人羊大记伙同

他人开设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航空票
务”，以实施网络诈骗。当被害人上网搜
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并拨打电话
4008928000 联系时，即以“代购机票机
器故障”或“票号不对，未办理成功”等为
由，诱骗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进行操作，
转账汇款至被告人指定的账号，羊大记
负责取款。羊大记等人用此种手段诈骗
二起，骗得金额共计49573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审
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羊大记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
通过互联网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羊大记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进行
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选择航空方式出
行的人越来越多，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
机票也已成为常态。本案中，被告人通
过开设虚假的机票网站，当被害人订购
机票时，以“机器故障”等为由，诱骗被害
人将钱款转账至被告人控制的银行账
户，从而骗得钱财。希望群众在准备出
行时，应向各大航空公司的正规官方网
站或客服热线订票或进行退票、改签等
操作，切不可贸然选择陌生网站并听从
陌生电话的指挥进行转账汇款。

案例八：海南省儋州市陈洁发
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 年 7 月起，被告人陈洁在百度

吧、阿里巴巴等网站，发布关于在“中国
好声音”“星光大道”等栏目中奖的虚假
信息，同时还发布关于“抽奖活动的二等
奖是真的吗”“中国好声音有场外抽奖活
动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是多
少”“北京市人民法院咨询电话是多少”
等虚假咨询问题，并在网上予以回复，借
此在网上留下虚假的“栏目组客服电话”
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

法院”的联系电话。当被害人拨打上述
虚假联系电话咨询时，陈洁冒充客服人
员或法院工作人员称，被害人所咨询的
信息是真实的，并告知被害人如要领奖，
需将“手续费”或者“风险基金”汇入指定
的银行账户。陈洁用此种手段实施诈骗
二起，骗得金额共计88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审
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洁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骗取
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洁有
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
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观看电视节目是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近几
年来，“中国好声音”“星光大道”等电视
综艺节目的收视率甚高，利用此类电视
节目进行诈骗，潜在的被害人范围较为
广泛，社会影响较为恶劣。本案中，被告
人不仅在百度吧等网站发布电视栏目中
奖的虚假信息，同时还发布“配套”的虚
假咨询问题在网上予以回复，以此打消
被害人的怀疑和顾虑。而后在被害人拨
打领奖电话时，以“手续费”或者“风险基
金”等名义，诱骗被害人将钱款汇入指定
账户。此类作案手段具有很强的蒙蔽
性。希望广大群众在看到电视节目中奖
之类的信息后要提高警惕，向电视台或
是电视栏目组官方网站、客服电话进行
核实。此外，有关网站也应切实履行监
管义务，对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加强审核，
防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诈骗。

案例九：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
县罗仁成、罗仁胜假冒QQ好友诈
骗案

【基本案情】
2014 年 8 月至 11 月，被告人罗仁

成、罗仁胜利用在互联网上盗取的QQ
号码或者利用将其申请的QQ号码信息
更改为被害人亲属的QQ信息等方式，
冒充被害人亲属的身份，以“亲友出车祸
急需借钱救治”等理由，诱骗被害人汇款
至其指定账户。罗仁成、罗仁胜用此种
手 段 实 施 诈 骗 二 起 ，骗 得 金 额 共 计
650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
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罗仁成、罗仁胜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QQ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
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罗仁胜
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还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据此以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罗仁成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诈骗罪、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罗仁胜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假冒QQ好友身份进行诈骗
的典型案件。目前 QQ、微信等网络聊
天软件已经替代传统方式成为社会主流
沟通方式之一。这种以网络账号代表身
份、“见字不见人”的聊天方式，容易被犯
罪分子利用进行诈骗。本案中，被告人
通过QQ号码冒充被害人亲属，以“亲友
出车祸急需借钱救治”等容易使被害人
心急冲动而不进行理性分析判断的借
口，诱骗被害人汇款至其指定账户。希
望广大QQ用户、微信用户注意对本人
网络聊天工具用户信息的保护，以防被
盗，一旦被盗要及时向软件运营方报
案。同时，在收到亲友网上发送的要求
转账之类的信息时，应认真进行核实，切
不可贸然汇款。此外，网络聊天工具的
运营方也应加强监管和技术革新，切实
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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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明石：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安民一初字第
249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受理赵继俊申请执行
你房屋租赁合同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如不按
执行通知履行将依法强制执行。[甘肃]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昆明瀚达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贵港海关申请强制执行你公司海关退运决定一案。根据申
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作出（2015）港北执字第1314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对你公司存放于贵港罗泊湾码头海关监管区内的
61082千克镍精矿一批由海关以拍卖或者委托方式移交省、自治
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无害化利用或者
处置能力的单位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相关滞港费用
和处置费用由你公司承担。限你公司自登公告报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李义、陈晓华：本院受理廊坊星月木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文执字第
379、379-1号失信被执行人发布决定书，（2014）文执字第379-1
号报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2014）文民初字第 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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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文安县人民法院
虎林市信农米业有限公司、李术源：本院在受理孟繁祥针对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西虎林支行申请执行虎林市信农米
业有限公司、虎林市兴海米业有限公司、虎林市九鼎贡米业有限
公司、虎林市华兴米业有限公司、虎林市馨禾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李术源、董庆春、徐艳萍、赵发顺、杨洪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提出的执行异议，现已依法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
院（2015）鸡东执异字第 16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王福友、王永宝：本院受理刘臣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的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 113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黑 1283执 73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风险提示书、规避

责任告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们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履
行本院（2015）海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向本
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的王福友、王永宝所有的座落于海伦市向荣
乡向民村4组的四间房屋、三栋猪舍予以评估、拍卖。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黑
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办理有关评估机构选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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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海伦市人民法院

金东新：本院受理山东艾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金
东新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五法执
字第222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民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
人金东新所有的坐落在青岛市城阳区明阳路 118号 32号楼 2单
元 1203室（编号：25000002740957，建筑面积 86.86平方米）钢混
结构房屋一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五常市人民法院
陈立娟：本院受理饶河县邮政储蓄银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饶河县邮政储蓄银行已申请执行（2013）饶佳
民商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饶佳执
字第7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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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饶河县人民法院

湖北琪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严元
珍与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5）鄂仙桃法执字第 0100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被执行人须知、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湖北]仙桃市人民法院

王晓霞、金玉国：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吉林公主岭农村合
作银行与被执行人邹亚凤借款合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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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执恢字第 5、17、1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履行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确
定的义务：一、给付欠款，延迟履行期间双倍利息。二、向本院报
告当前的财产情况、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当前财产变

动情况。风险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其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公主岭市人民法院

贾普孝：本院在执行辉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辉南镇信用社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依法委托通化中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辉
南县辉南镇解放街建筑面积197.25平方米，房证号码000202001号砖
混结构，二层商业用房进行评估，已做出通中远鉴报字（2015）第038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704,900.00元（包括附属设施）。因你下
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资产评估报告书、（2015）辉执字第156-1号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结果有异
议，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
本院依法公开拍卖。 [吉林]辉南县人民法院

通化市源达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鞠树梅、胡
宝贵申请执行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拒不履行生效的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经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办
公室依法委托通化宏达拍卖有限公司对你公司所有的坐落于吉
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三道江村二组的办公室（建筑面积为
350.50平方米，房产证号G006539）进行拍卖，现已拍卖成交（成
交价 26万元），现予以公告送达（2012）通执字第 23-1号执行裁
定书（成交过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
定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通化县人民法院

姜加利：本院受理孙立明与姜加利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上海军达实业有限公司、高利军、山东九州精密薄板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与被执行人山东九州精密薄板有限公司、上海军达实业有限公
司、高利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立案执行。根据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4）鲁商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上海军达实业
有限公司、高利军送达地址，以法院专用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送达
均被退回；再向山东九州精密薄板有限公司注册地送达时，门卫以
该注册地已经出租给其他公司使用拒收，依照法律规定，向你们送
达本院（2015）济铁中执字第21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风险告知书、（2015）济铁中执字第21-1号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的义务：履
行（2014）鲁商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又因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申请对被执行人山东九州精密薄板有限公司名
下的东平国用（2013）第 049号的土地使用权及东房权证城区第
005436号房屋所有权，进行评估、拍卖，故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参加机
选评估、拍卖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来本院参加机选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
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现场勘验、领取鉴定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
关权利。 山东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齐发旺、山西省运城市金旺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裴永泉与
你们为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
裁定书、初评报告。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对初评
报告有异议可在10日内对初评报告提出书面意见。否则视为无异
议，初评报告生效后，并依法进行拍卖，并对拍卖机构的选择标的幅
度的降价同时进行，也予以通知。 [山西]闻喜县人民法院

王丰卫：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吴计小与你债权纠纷一案，
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晋0311执78号执行通知书
及财产申报表，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我院作出的
已生效的（2011）郊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执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张秋琪、靳晓芳：关于薛峥峥与张秋琪、靳晓芳、柴林林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申请人薛峥峥向本院申请执行山西省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临民终字第0066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临尧法执字第1674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孙志峰、曹荣珍：本院执行的陈蔚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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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临尧法执字第172号执行通知书，望自觉履
行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民终字第 01341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尖草坪区杜家村兴旺经济开发管理部：本院受理李

根有申请执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并民终字第 212号民
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尖执字第202-1号民
事裁定书。强制将本院查封的18套房屋由申请执行人李根有管
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刘信信：本院受理张晓斌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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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我院(2015)万民初字第
224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申请人张晓斌借款 160000元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杨静伟、刘旭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被告山四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晋中新
大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杨静伟、刘旭东、白洁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民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并民初字第
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牛金平：本院在执行白晓文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财产报告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一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陕西]眉县人民法院

杨倩、杨建强：本院在执行王福林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依法查封了杨倩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兴
城大道 777号 5栋 1单元 29楼 7号住宅房（权 0293278）经委托重
庆同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查封物进行评估，于
2015年 10月 13日作出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为 36.7万元。评估报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15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应
在公告送达后15日内提出。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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