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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 河南一农户用电长期不缴
电费，农电工为避免农户拖欠电费被停
电，为其数次支付电费共计 3.4 万元，
事后电工讨要电费，农户拒绝偿还。
近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审结该
案，认定电工为农户支付电费的行为
属于无因管理，判决被告陈锋在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强垫付款3.4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张强是国网河南沁
阳市供电公司西万供电所的一名聘用电

工，也是西万镇邘邰村的一名农电工，
负责该村的电费收缴工作。2007 年以
来，每当张强抄表收费时，该村用电户
陈锋总找各种理由拖欠不缴。

因线路铺设问题，如果给陈锋家停
电会直接影响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另
外，按照供电公司原内部绩效考核规
定，若农电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将
所有用电户的电费全额上缴，则会影响
农电工本人的工资发放，也会影响所在
供电公司在省公司内部的绩效成绩。为
了避免陈锋拖欠电费被停电，也为了张
强所在的供电所在沁阳市供电公司的绩
效考核及本人工资发放，张强经常向供
电公司垫付陈锋所欠的电费。至 2015
年6月份，张强已累计为陈锋垫付电费
3.4万元，但陈锋拒绝偿还，张强遂诉

至法院。
陈锋辩称，电费的收缴应由供电公

司向用电户收取，自己从未委托张强向
供电公司缴纳任何电费，故张强的起诉
于法无据，不同意偿还。

法院经审理认为，供电公司作为电
力供应企业为陈锋提供了电力产品，陈
锋使用该公司提供的电力产品，其与供
电公司之间形成了供用电合同，陈锋作
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具有履行支付电费
的义务。本案中，张强并无法定或约定
的义务为陈锋垫付其所欠供电公司的电
费，但基于陈锋的利益（为避免陈锋因
欠电费停电或产生滞纳金）向供电公司
支付了陈锋所欠的电费，客观上对陈锋
的事务进行了管理，避免了陈锋损失的
扩大，也不违反陈锋应缴电费的本意。

张强向供电公司支付陈锋所欠电费行为
属于无因管理，陈锋应当返还张强为其
垫付的电费，故依法判决陈锋支付张强
垫付电费3.4万元。

（张建忠 宋 鹏）

该案承办法官訾东东指出，张强向
供电公司支付陈锋所欠电费行为符合无
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一是管理人没有法
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如果管理人按照
合同约定对于他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
立无因管理。比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代
理、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此时应依合同关系确
定，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二是管理人须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这是无
因管理成立的主观要件。三是客观上管
理人进行了管理行为或提供了服务。因
此，张强作为“管理者”因管理他人事
务产生的费用，根据法律规定，陈锋应
予偿付。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部队和群众撤
离而在弹药用尽时跳下山崖的事迹一直
深入人心。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的大阅兵上，继三军仪仗队之后，第
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徒步方队，就是

“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狼牙
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诠释了抗日武装
宁死不屈、英勇抗争的战斗精神。

然而近年来，有人利用网络抹黑狼
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网络上各样言
论也众说纷纭。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狼牙山五壮士事迹是否真实存在？狼牙
山五壮士到底经历了什么？怀着崇敬的
心情，记者踏上了寻访狼牙山五壮士历
史真相的探访之路。

事实清楚，英勇事迹不容任
何质疑

中国北部，狼牙山脚。
西水村村民李振玉的家就在狼牙山

脚下。他的父亲李怀林 1938 年参加游
击队，岳父黄彩云是当时晋察冀一分区
的一名侦察排长，他们都是那次战斗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永远都能证明，
五壮士的事迹是真实的。”

李振玉动情地说：“我从小听着父
辈们说狼牙山的故事，我走过这座山千
万遍，我知道五壮士在哪打的仗，我走
过他们走的路，没有人能否定历史。”

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记者
绕开了修葺整齐的游览区，跟着向导李
振玉，走上了当年五位英雄战斗的路
线。

巍巍狼山壮，潇潇易水寒。仰头，
是连绵耸立的三座高峰，一面茂林，一
面陡壁。

茂林里，荆棘丛生，脚下其实并没
有路，只能依稀辨出人踩过的足迹。

陡壁边，山石峥嵘，只有沿着山壁
慢慢摸索爬行，四肢并用，才能勉强维
持平衡，不至滑落山壁。

这座山陡、险、难，让人望而生
畏。

在1941年9月，五位年轻的战士面
前，也是一样巍峨连绵的三座高峰，而
他们身上，肩负着数万抗日军民的生命
安全。

据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馆长李芳介
绍，1941年8月，由于“百团大战”对

日军战略后方产生的震慑力，日本华北
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多次调动兵力，
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

“扫荡”，并于9月下旬，对狼牙山根据
地进行铁壁合围。一旦合围成功，4万
抗日军民的生死难以预料。

由于敌强我弱，上级决定我军主力
带领群众撤出狼牙山，转到外线安全地
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
一团七连。在怪石嶙峋的石门处，七连
战士与日伪军开展了石门阻击战。

“这里就是石门。”已年过七旬的李
振玉说，“我们跟鬼子打麻雀战，因为
有机枪排在，鬼子以为是我们的主力部
队，一路紧追，我们借着地形优势，就
在这一带，大大小小的阻击战，打了好
几天。”

石门山林茂密，山坡陡峭，站在下
面根本无法看清上方的情况。我军据守
地利，采取设置地雷、分兵把口、灵活
御敌等战术，在敌军面前呈现出一幅

“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景象。
接连鏖战，边打边退，为给主力部

队多争取时间，七连行至阎王鼻子，发
起了第二次阻击战。

阎王鼻子是一处陡峭险要的石壁，
因为山梁看起来像鼻梁一样挺而陡，在
当地有“阎王鼻子小鬼脸”的说法，山
体坡度极大，是上山最难走的地方，十
分艰难危险。

“在这里，地形险，战士们就用滚
石做武器，鬼子只能绕开，从两边爬上
来，被我军砸死砸伤了几十人，后来阻
击不住了，我们就往后撤到了棋盘陀。

“李振玉指着下面的山壁说。
我军与日伪军在棋盘陀发生了激烈

的交战。敌人调来大炮向棋盘陀方向
轰击。在这次战役中，七连连长身负重
伤，战士们伤亡惨重，指导员命令六班
进行阻击，带领部队向龙王庙方向转
移。六班当时只剩5人，班长马宝玉，
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
宋学义。

棋盘陀有一处分叉路口，一边通往
主力转移的方向，一边通往棋盘陀顶
峰。通往顶峰的道路，如今已尽是悬崖
绝壁，仅容人贴壁通过，寻常人已无法
再向前进。

“这里走不过去了，太危险。”李振
玉指着前方一座小山头说，“翻过这个

山头，就是五壮士真正的跳崖地，当时
他们一路退，还借着山里地势，消灭了
几十个鬼子，吸引着敌人，不让他们知
道主力的转移方向。”

经历了石门、阎王鼻子、棋盘陀三
场阻击战和一路诱敌深入的游击战，马
宝玉等五位战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
扔完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将所有武器全
部破坏之后，宁死不屈，英勇跳崖。

在狼牙山，记者用脚步“丈量”出
了狼牙山五壮士事迹。记者事后核查了
我军1941年10月18日的军区训令，以
及日方战史里对于 1941 年 9 月 25 日

“狼牙山、棋盘陀附近战斗”的相关记
录，这些资料中对 1941 年 9 月 25 日发
生的五位战士英勇跳崖的事迹都有明确
的描述，并对当时的战斗情况，击毙敌
军数量也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这些官方
资料的记录充分佐证了狼牙山五壮士事
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马宝玉等五位壮士的英雄事迹深深
地刻印在太行山枝杈纵横的深林间，刻
印在嶙峋陡绝的峭壁上，刻印在清流湍
急的飞瀑里，也刻印在太行山脚下千千
万万的中华儿女心间。

精神不朽，英雄壮举凝聚民
族精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党和
人民军队诞生以来，无数的英雄先烈在
炮火硝烟中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在自
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他们
的伟大事迹，凝聚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星
辰指引着后来人的方向。感怀英雄，能
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无与伦比的
勇气和力量。

一路走来，忠诚，忠良，捍卫，理
想，红色，爱国，这样的字眼到处都
是，不仅是标语，而是出现在大大小小
的农家院里、招牌上、宣传语中，红色
的精神浸润着这片土地，因为纯粹的信
仰，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拥有强壮的精
神力量。

在路上，望着密布的丛林，错综交
杂的小路，不熟悉的人稍不留神就会迷
失。同时，山上还有很多被茂盛植被遮
蔽的隐秘山洞。这样的环境足够五位战
士隐藏身影，躲过敌人致命的子弹。李
振玉告诉记者，其实不是不能逃生，事

实上，五壮士当时有两条生路可以走。
一条是主力部队转移的道路，另一

条路就是藏身山林。但是，五壮士为不
暴露转移方向，选择走向部队转移的相
反方向，即使明知路的尽头是三面悬崖
的绝壁；为了给部队和群众的转移赢得
更多时间，他们用军事学上自杀性的拖
延战术把敌军引向绝路，牢牢把敌军吸
引在自己身边。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
不惜！

李芳说，当时带领日伪军追击五位
战士的小队长茅田幸助，在 1997 年 7
月，曾来到狼牙山祭奠谢罪，易县原县
长刘建军接待了他。

这位日本老兵面对着狼牙山痛哭流
涕，他亲眼目睹了五壮士跳崖的壮举，
并为之震撼，心生敬畏。他说，当时他
命令士兵朝天鸣枪，向英雄致敬，后来
因为此事被告发，在日本受到了处分。

茅田幸助赠送给刘建军一把昭和
15 年的军刀。当年他就是佩戴着这把
军刀，将五位战士逼上悬崖，他为自己
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是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从中
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更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动容。捍卫
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不仅是捍卫个人
名誉，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的
共同记忆，否认事实、歪曲事实、抹黑
事实，实质上都是对民族共同利益的侵
害。

英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那
些为国家民族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人
值得人们的尊敬。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
屈，战斗到底的精神，穿过时空，给予
革命者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凝结成
中华民族百折不屈、奋勇向前的民族精
魂。

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传来一则消息，对“狼牙山五壮
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
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
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
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
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学义名誉、荣
誉的行为；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被告洪
振快在媒体上刊登公告，向原告葛长
生、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巍巍太行镌刻的红色精神
——探访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真相

本报见习记者 刘 婧

农电工为农户垫付电费谁来还？
法院认为属于无因管理农户应当偿还

本报讯 （记者 林子杉）6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全
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王陇德对《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红 十 字 会 法 （修 订 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 进行了
说明。此次修订主要着力于将红
十字会的主要职责进一步明确、
对其管理的规定和监督机制进一
步规范和完善以及对违法责任进
一步强化等。此外，草案首次将

“维护人的尊严”写入红十字会
法 （第一条），增加为中国红十
字运动的主要宗旨之一。

修法的背景

据王陇德介绍，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红十字
事业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如主要职责需要进一步
明确；会员管理、志愿者管理、
统一标识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
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进
一步完善；对违反红十字会法行
为的法律责任需要进一步强化
等。因此，需要通过修改红十字
会法，对现行法律的一些重要条
款进行补充和完善，增加一些适
应形势发展需求的新条款，为红
十字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
的法律环境。

完善监督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对红十字会的
监督机制，草案规定红十字会要
建立经费、物资的财务管理、内
部控制、审计公开和监督检查制
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修订草案提出，红十字会应
当聘请依法设立的独立第三方机
构，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和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红
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应当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
息发布，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款
物的接受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

监督。
对红十字会内部的监督治理结

构，修订草案增加条款，明确了理
事会、执行委员会和监事会的产生
和主要职责。如：各级红十字会设立
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由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会员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
督。执行委员会是理事会的常设执
行机构，其人员组成由理事会决定，
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工作受监事会监督。

强化法律责任

为了加大对违反红十字会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草案增设法律责任
专章，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制造、发布、传播虚假信息，
损害红十字会名誉将被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修订草案提出，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给红十字会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行政
管理秩序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情形包括：冒用、滥用、篡改
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的；制造、发
布、传播虚假信息，损害红十字会
名誉的；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
费或财产的；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

在法律责任专章中，修订草案
还明确，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的
以下行为将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违背捐赠者意愿，擅自处分其接受
的捐赠款物的；未遵守有关监管制
度，造成经费和财产损失的；未按
照法律、法规公开信息的；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订草案说，红十字会及其工
作人员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由同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红十字会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本报讯 （记者 林子杉）6
月 27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次审议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对野生动物放生进行了规
范和管理。

近年来，野生动物被随意放
生的情况时有发生，对群众的生
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危害
到当地的生态环境。对此，三审
稿增加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将
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
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
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
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
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
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
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同时，三审稿还增加了人工

繁育等条件下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放归自然的规定。明确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根据保护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的需要，组织开展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放归野外环
境工作。

为体现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对野生动物利用进行严格规范和监
管，三审稿将二审稿第四条规定的
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合理利
用、严格监管的原则中的“合理利
用”，改为“规范利用”，并将二审
稿第一条立法目的中的“规范野生
动物资源利用”一句删去。

据悉，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
案三审稿有望于本次会议提交表
决。

我国拟修法规范管理野生动物放生

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增设法律责任专章

■连线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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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知行初字
第1382号原告布尔福股份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
你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本院将于 2016年 12月 21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区第
1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你公司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优赛卖特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
1854、1857号原告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两案，现
依法通知你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本院将于 2016年 12月 21日下午 14时在本院第三
审判区第1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你公司如未出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周燦亮：本院受理（2015）一中行（知）初字第 9647号原告曼
彻斯特联合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当
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被
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本院将于 2016年 12月 21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区第2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你如未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杨明、章晓玲、李琳、钟骏辉、湖南力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长沙赛普尔自动化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南农
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林松青、陈利平；陈杰；陈贵凤、刘康、刘呈、上海紘逞泷服饰

有限公司；唐晓萌、向菲菲、上海曦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郑生

财、林杏、郑漪波；朱利华、蒋春雨、蒋钏娉：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6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9日
上午 9时在西漕第 20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陕西杨凌华兴羊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 (2016)陕0403民破1-1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陕西杨凌华兴羊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陕西信达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地址：西安市西二路 23 号万景花园 C 楼 301 室、邮编：
710000、联 系 人 ：吕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029- 87543029，
13488156768、传真：029-87543029）。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
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债权的地点为西安市西二路23号万景花园C楼301室或陕西杨
凌华兴羊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楼），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处理。陕西杨凌华兴羊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8月8日下午15时在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
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 [陕西]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8月 4日受理的上海平原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规定，于 206年 6月 6日作出（2015）松民二(商)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四川华电特种变庒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华电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5月5日裁定受理华电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6年6月1日指定华电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管理
人。华电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7月3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南熏大道一段225号四川华电特种变
庒器有限责任公司；邮编：611130；联系电话：13541003924、
1308800614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

财产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分，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华电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6年8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
区人民法院二楼科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并按规定提交营业执照、特别
授权委托书、律所指派涵、身份证明书等证明。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16日，本院根据浙江昌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昌达实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浙江]庆元县人民法院

胡茂荣、龚腊梅：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周健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本院(2014)鄂江夏五民初字第00102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鄂0115执658号执行
通知书，你们应向周健返还购房款 390000 元及利息、受理费
7290元、公告费650元、执行费5750元。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们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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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邵阳大成置业有限公司：你与肖志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不服本院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并申请缓（免）交诉讼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
作出不同意你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现公告向你送达不同意
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并请你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向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交纳(预交)上诉费用 43894.25元。收款单位：湖南省
财 政 国 库 管 理 局 非 税 收 入 汇 缴 结 算 户 ，账 号 ：

7401110183100002956，开户银行：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瑞娣：本院受理陈春建申请执行李腊芳、王瑞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2016）苏 0482执恢 122号执行
裁定书。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对被执行人王瑞娣持有的江南
银行股权予以拍卖、变卖。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王瑞娣：本院受理陈春建申请执行李腊芳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告知书。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本院
合议庭确定你持有的江南银行股权第一次拍卖底价为每股人民
币3.2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有异议，请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将依法拍卖、变卖。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李华俊、尹首玲：本院受理王海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 0482执 85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们于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履行本院（2015）坛朱民初字第
0004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则强制执行。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丹东海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秦振良

与被执行人丹东市振兴建筑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执字第33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限你单位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三日内
自觉履行东港市人民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 02165号民事判决
所确定的义务。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赵野：本院受理刘恒伟申请执行（2014）鹰民初字第274号民
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你达（2014）鹰执字第207号之
二、（2014）鹰执字第20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继续查封及拍卖你
位于承德市双桥区大石庙镇迎宾佳苑小区B1-1802号房产。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到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选择评估作价机构，逾
期按法定程序进行；第四日（该第三日及第四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中现场勘验、评估报
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其他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并向你在诉讼中确定的地址
邮寄送达执行文书。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自
行承担。 [河北]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

刘文明、何常伟：本院执行申请人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两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依法查
封何常伟所有的权证号为00044148的住房一处及刘文明所有的
权证号为00025308的商铺一处。因你两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国众联评字（2016）第C-1013号评估报告及（2015）浏执字
第 01800-1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变卖何常伟所有的权证号为
00044148的住房一处及刘文明所有的权证号为00025308的商铺
一处，上述住房的评估价值为 43.73 万元，商铺的评估价值为
31.29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逾期未提出，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请自评估报告生效之日起第
二周的周一（节假日顺延）下午2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栋
八楼摇珠室摇珠确定拍卖机构，逾期不到，将依法摇号选择拍卖
机构。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刘宗明、叶桂芳：本院受理何亮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于2016年4月21日立案执行。现因被执行人下落不
明，故依法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2016）川0106执1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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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
自本公告送达届满之日起3日内按生效法律文书（2015）金牛民
初字第262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启动评估、拍卖程序。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邓小慧：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川律公证执

字第105号执行公证书，于2016年5月6日立案受理万文峰申请
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6执148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何礼兴：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金牛民初字
第2583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彭娟申请执
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6执183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欧维钞：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金牛民初字
第157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成都舜丰德
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川0106执150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