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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离婚案攀升令人忧
□ 唐金法
近年来，离婚案件呈不断上升
趋势，其中农村外出打工者离婚案
件越来越多。据安徽省东至县人民
法院统计，
2015 年受理离婚案件 517
起，其中涉及打工者离婚案件 311
件，占六成以上。离婚案件数量的
持续攀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稳定。
导致农村打工人员离婚率上升
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有以下
几种原因：
长期分居。为增加经济收入，
夫
妻一方长年在外打工，
一方留守操持
家务，
由于长期两地分居，
缺乏必要
的沟通，
共同语言减少，
致使夫妻双
方在
“感情不和”
的情况下，
更容易通
过离婚来重新组建家庭。
红杏出墙。在外打工者，有的
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有的留守者难
耐寂寞，
容易造成“第三者”
插足，
以
致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最终造成家
庭离异。
家庭暴力。生活中个别人不尊
重妻子，
仍存在大男子主义，
稍有不
如意，就对其辱骂或是拳脚相加，致
使妻子忍无可忍便起诉离婚。
喜新厌旧。有的打工者，手中
有几个钱就忘乎所以，
嫌弃原配，
甚
至有的包二奶、养情人，
引起夫妻感
情破裂。
遏制此类案件不断增多的对
策：一是加大思想道德教育。要在
农民工中广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倡导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帮助
的家庭美德，让农民工树立正确的
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
二是发挥基层调解、妇女组织
的优势作用。对外出打工人员的婚
姻纠纷，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介入、
及时调处，
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从而减少离婚纠纷的发生。
三是构建和谐家庭。对大多数
打工族来说，
注意保持夫妻之间的感
情温度。要自重，
经得住外面世界的
各种诱惑，
保持对配偶的忠贞，
经常
通过电话、
书信等方式不断加强沟通
和交流，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
四是慎重处理离婚案件。法
院、民政部门解决婚姻纠纷时，
多做
疏导工作，
力争多调少判，
尽力维护
已有的婚姻关系；切实保护弱势一
方的合法权益；更加注重保护无过
错方的财产权益，加大对有过错方
的索赔力度。
五是加强对农民工的生活关
怀。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为农民工提
供周末夫妻房，为农民工夫妻团聚
创造条件。完善公共资源，创办高
质量的全托幼儿园、公寓式中小学
校、养老院，以解除外出务工人员
的后顾之忧。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留守家庭
中，留守妇女的婚外情已成为影响
农村家庭关系稳定的主要原因之
一。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开
玉建议，城市应包容和接纳外来务
工人员，这样当农村男性劳动力外
出务工时才有可能带上自己的妻子
和孩子。其次应加强农村治安力
量，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增强农村
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再次是帮
助留守人群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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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僵尸企业”，一场拯救与淘汰的战斗
日前，在刚刚破产审结的浙江诚诚化工公司原址，年产 2 万吨液体硅橡胶、年销售收入近 5 亿元的项目动
工。
这是广东省深圳市森日有机硅公司竞拍收购后投资盘活的 30 亩用地。
自去年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全面实施“双百”僵尸企业盘活工程，确保三年内全市盘活 200 家。截至今年 8
月，衢州两级法院受理破产案件 100 件，超过过去 7 年间受理案件总和，其中审结 43 件，共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12.31 亿元，
盘活工业用地 1477.1 亩，
工业厂房 43.47 万平方米，
成功引进 32 家企业。

限制，借款人担心新的借款若作为普通
债权对待，
日后恐无法安全退出，
但若想
作为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又不符合我国
企业破产法关于共益债务的规定。
”
衢江
法院院长程品方说。
该院一方面从企业破产法立法初衷
出发，认为基于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产
生的债务也可认定为共益债务，同时对
共益债务的认定设置了严格的标准：一
是让债权人自主决定是否要对外举债用
于企业的后续经营，二是准确界定举债
行为是否为了债权人的共同利益。
为此，该院指导管理人采取以建筑
施工方为主体对外融资、债权人大会及
债权人委员会决议方式，通过融资用于
公司继续营业，并由法院裁定上述融资
借款本息为工程垫资款性质的共益债
务，
扫除了融资的障碍，
共向两家金融机
构成功融资 5000 万元用于后续建设。
目前，
该楼盘建设进度和销售情况良好。

主动申请少？
执破衔接导入破产程序
据了解，2007 年我国企业破产法
实施，但 2008 年至 2013 年间全国破产
案件每年徘徊在 2500 件以下，而同期
工商行政机关处理的企业吊销、注销
数量每年 70 万至 80 万件。相当一批
经营不善且已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
没有依法适用破产程序退出市场。
“囿于我国缺乏宽容失败的社会
共识，
有些债务人耻于申请破产，
有些
债权人出于种种现实考虑也不主动申
请破产。
”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魏
新璋说，
为破解申请人缺位难题，
衢州
法院对确无履行债务清偿能力的债务
人，
通过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
引导其进入破产程序。
为规范执破衔接机制，衢州中院
制定《关于规范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
衔接工作的操作指引（试行）》，
明确执
行案件移送启动破产程序的具体流程
和处置规则，对于明显符合破产条件
的企业，在执行程序启动时即向申请
执行人释明是否同意由执转破。
诚诚化工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僵
而不死”的公司，被多家债权人起诉、
执行，衢州中院经初步审查发现，
“诚
诚化工已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
件。”法院遂及时启动执破衔接机制，
引导债权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去年 7 月 30 日，衢州中院裁定受
理诚诚化工破产清算案，并于同日指
定管理人，成功在两个月内完成公司
接管、债权申报及审查等工作。
据统计，2015 年至 2016 年 5 月，
衢州法院受理 100 件破产案件中有 67
件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向当事人充分
释明后，引导当事人申请进入破产程
序，超过 2/3。其中衢州中院受理的
13 件破产案件有 10 件通过执破衔接
导入，
改变了破产启动难的困境。
为实现申请人主体的多元化，今
年 3 月 24 日衢州府院联席会议上，就
探索社保、税务、电力等部门作为“僵
尸企业”
破产申请人达成共识。

民间借贷恐慌蔓延？
简易程序
“能快则快”
破产案件审理时间过长是债权人
申请破产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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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袁小荣 邱春燕
随着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深入推进，
法院破产案件将大幅增加，
案多人少的矛
盾将会进一步加剧。如何提高破产审判质
量和效率？衢州中院院长魏新璋认为，
关

破产财产处置难？
司法网拍+政府收储

衢州府院联席召开“僵尸企业”盘活重组工作推进会。
州中院制定《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审操
作流程》，
从适用范围、简化审理程序、
降低破产费用三方面对破产案件简易
审作出详细规定。
同时，破产案件各方利益交集，
特别是融资难等问题导致中小企业深
度介入民间借贷，部分关联企业存在
着企业互保、联保等情形，容易导致
资金链断裂后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
因此，
一旦企业破产，
极易引发互
保企业恐慌、职工信访等，
而且一个破
产案件可能会衍生不少其他诉讼案
件，
这就要求破产案件“能快则快”，
促
使各方利益尘埃落定。
2014 年 4 月，金山虎及其两家关
联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初步
核查发现，负债总额达 4.2 亿多元，其
中金融债权 3.77 亿元，共涉及全市 12
家银行。为其提供直接担保的企业有
7 家，涉外围担保的企业达 40 多家，其
中不乏龙头企业。
金山虎破产后，会不会引发连锁
反应，牵连其他企业破产倒闭？涉及
银 行 较 多 ，会 不 会 影 响 本 地 金 融 环
境？这两大问题是政府当时最大的担
忧，
处理稍有不慎，
都将直接影响江山
未来经济发展。

“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一定要快，一
方面，可以尽快恢复本地金融单位支
持实体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迅速
割断担保链条，通过贷款平移、核销
等方式，妥善处理巨额债款。最为重
要的是，稳定破产企业现有员工，并
快速寻找到新的合适的战略投资人，
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江山法院副院
长徐根才说。
为此，江山法院及时裁定对三家
关联公司按照实质合并原则进行清
算，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交并
通过了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同时，财
产申报、资产评估、招商引资等工作
都提前开展，为下一步及时拍卖，引
进战略投资者，安置工人、恢复生产
腾出了时间，大大缩短了破产工作进
程。
当年 8 月 13 日，破产资产顺利拍
卖成交。投资者注册了浙江金山虎电
工科技有限公司，并注入资金 1 亿多
元，
新上两套生产设备，
原有的工人大
部分回到新企业上班，原有的商业渠
道也都得到保留。
2015 年至 2016 年 8 月衢州法院
审结的 43 件案件中，有 11 件运用简易
审，在案件受理后两个月左右即通过
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重整成功的少？
“共益债务”
助力成功率提升
在衢州法院已审结的 43 件破产
案件中，大部分以破产清算终结。只
有 2 家企业重整成功，其他案件有的
仍在重整程序中，
有的因重整不成功，
最后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结案。
重整成功率低的原因在于，有的
破产企业产能落后，难以吸引有效投
资，由于战略投资人缺位至今无法通
过重整计划；
有的破产企业信用度差，
再融资及业务拓展困难；有的银行作
为抵押债权人，
因重整期限长，
不确定
因素多，
不愿意表决通过重整方案。
浙江永易房地产开发公司差点也
因融资困难难以重整。2014 年 10 月，
永易房开公司发生资金链断裂，导致
其开发的“美丽东城”楼盘项目停工，
引起购房户极大恐慌，并发生多次群
体上访、闹访事件。
2015年1月28日，
衢江法院裁定受
理永易房开公司破产重整案。为充分
保障购房户的合法权益，
当务之急是尽
快实现楼房复工建设。何处融资？
“由于企业已陷入破产境地，
出于
资金安全的考量以及现有法律规定的

僵尸企业资产能否及时处置，能否
引进优质投资，是决定整个处置工作优
劣的重要环节。
衢州中院三次将浙江天鼎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案件的工业用地及厂房通
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经过三次拍卖均因无人报名导致流拍。
由于天鼎机械制造公司的厂房租赁
给他人，签订了 20 年租赁期，囿于“买卖
不破租赁”
的实体法规定，
租赁方以全额
返还租金、赔偿损失为筹码拒不搬迁，
给
资产处置增加了难度。
为了破解资产处置慢、处置难、处置
价格低的难题，
衢州中院做两手准备，
首
先通过司法网拍零佣金、透明、高效、竞
价充分的特点，有效实现拍卖价格最大
化和拍卖成本最小化。
但经济下行背景下，破产企业资产
流拍、无人接盘渐成常态。衢州法院积
极与当地政府、开发区沟通、协调，建
立工业用地蓄水池。对有处置难度的土
地和房产，在三次流拍后由国资公司以
不低于三拍的保留价收购，待适格投资
者出现后转让。如通过政府收储的方式
盘活浙江格鲁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3 万多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欠付工资也得以清
偿。
在国有资金适时介入下，
目前衢州市
区以成本价收储土地16宗共715.22亩。

破产审判的“司法供给侧”
改革
键在法院内部也要实行司法供给侧改革。
在破产审判资源配置方面，应积极
争取成立破产审判庭，选定一批精通法
律业务、政治素质高、审判经验丰富、协
调能力强的优秀法官充实到破产审判一
线，
造就一支专业化的破产审判队伍。
在内部机构协调方面，
要打破庭室壁
垒，
实行扁平化管理，
实现执行程序与破

院执行通知书及评估报告。执行通知书载明：返还垫付款 192656
元及支付利息、律师费 13000 元，承担本案受理费 4385 元、保全
赖建设、陈秀连：本院依据已生效的（（2014）合民二初字第 费 1770 元、公告费 600 元、执行费 3086.17 元。评估报告载明：惠
00618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申请执行人合肥高新融资担保有限公 州市惠阳区淡水耀兴手袋厂厂区内的机械设备等财产在评估即
司与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对赖建设、陈秀连名下的位于 基准日的价值为￥61,365.0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临泉路香江国际佳元 10 幢 201 室（房产证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号合产 062983 号）房产进行了评估。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安徽财苑 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本院将依法对上述
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编号为皖财苑房评字【2016】第 委估财产进行拍卖。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10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号及我院（2016）皖 01 执 240 号执行裁定
李克修、李卿云：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克荣、李克家申请执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你们对前述估价报 行被执行人李克修、李卿云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
告有异议，应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我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以该 惠城法民三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上述生
估价报告为拍卖定价依据，对赖建设、陈秀连名下的房产进行拍 效判决，你们应协助申请执行人李克荣将被继承人伍玉莲名下的位
卖。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惠州市桥东永平路23号（旧18号）房屋（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
吴汉辉、李彩娣：本院受理刘国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字第0933404号）登记至李克荣名下，你们在期限内未履行上述判决
本院依法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被执行 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李克荣、李克家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申
人吴汉辉名下位于惠州大亚湾澳头岩前裕康街二巷11号（建筑面 请执行。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限你
积为351.90平方米，所有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字第C5819188号）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述生效判决履行义务，逾期，本院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并由买受人邹伟锋以最高价人民币 1350000 依法强制执行。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元竞得。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惠湾法执字第 223-3 号执行裁定
郭宗峰、秦德禄：本院受理丁永飞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书（内容为惠州大亚湾澳头岩前裕康街二巷11号房的所有权及相 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
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邹伟锋），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来 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执行人郭宗峰名下位
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30号13号楼东1单元2层3号房
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院依法将惠州 产（产权证号1001083289）评估报告及（2015）开法执字第1896-1号
大亚湾澳头岩前裕康街二巷11号房所有权过户至邹伟锋名下。
执行裁定书、第 1896-2 号执行裁定书。评估结果为公开市场价值
[广东]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359.73万元，快速变现价305.77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周毅、佛山市顺德区创策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中 为送达。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公告期满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申请执行佛山市顺 向本院提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选定拍卖机构对查封
德区创策贸易有限公司、周毅、四会市裕丰发展有限公司、江毅、 的房屋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区翠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肇四法执字第 1123
王亚威：本院办理的李海岗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号】，案外人劳均荣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开法执字第391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6）粤 1284 执异 13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查封裁定书、
失信决定书、
责令履行通知书、
拍卖裁定书、
河南创鸿房地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书 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豫郑创泓评字【2016】060001A号房地产司法
面回复本院。逾期将依法处理。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鉴定估价报告及异议通知书。
评估王亚威名下位于金水区鸿苑路61号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耀兴手袋厂、胡小梅：本院执行申请执行 39号楼1单元3层6号（产权证号为1401209467）房产估价市场价为
人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耀兴 1016238元，快速变现价为81299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手袋厂、胡小梅无因管理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为送达。
送达之日起10日内未向我院提交异议申请的视为对豫郑创泓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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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字【2016】060001A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没有异议，
本院将依

送达执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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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程序的有效衔接。要健全完善绩效考
核体系，
制定破产案件绩效考评办法，
对
破产案件办案质量、破产程序执行情况
等，
分别规定相应的考评标准，
对法官审
理破产案件工作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评
价。破产案件一般不设审限，
但完全放弃
可能会导致审理拖延，
应当根据案件不同
类型合理确定审理计划，
以项目化管理、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17日（总第6807期）
法对王亚威名下的上述房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学仁、
周培军、
韩年富：
本院受理原告张鑫先诉被告河南省第一
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获嘉分公
司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
的鉴定事宜、
领取鉴定通知、
选择鉴定机构等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第3日上午9时
到本院技术科办理本案的鉴定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张勃、蒋晓龙：赵建涛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执2443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郑州市惠
济公证处（2016）郑惠证执字第45号执行证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
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张勃名下位于金水区经七路26号院3号楼南单
元7层35号房产（产权证号：1401307273）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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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
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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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李如敏、杨中银、河南腾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叶灵先申请
执行你们及杨中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 0105 执 340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本院已依法查封杨中银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 3 号院 1
号楼 2 单元 3 层 51 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0901064353 号）
房产一套，现责令你们于本裁定生效后 3 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予以评
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

清单式实施为抓手，
逐案盯紧盯牢，
缩
短审理期限，
提高审判效率。同时，
要
加强对破产管理人队伍的指导和管理，
提高破产审判质效，
提升队伍素质。
在 工 作 机 制 上 ，要 勇 于 改 革 创
新。完善执破衔接机制，执行程序开
始时，只要申请执行人对执行不能时
转入破产程序无异议即可启动。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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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魏中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金民祭初字第780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权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本
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将你名下位于郑东新区永平路 19 号 6 号楼
2 单元 32 层 196 的房产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执 3836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
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马廉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金民祭初字第779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权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本院申请
执行。本院依法将你名下位于郑东新区黄河东路91号院5号楼1-2
层附29号的房产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5执
3837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自公
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杨站午、赵伟振：关于申请人荆军文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依据2015年1月15日作出的（2015）二七民二初字第
347号民事调解书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在规定期限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你们仍未履行。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于2015年3申23日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杨站午名下位于郑
州 市 二 七 区 大 学 路 80 号 11 号 楼 23 层 2320 号（房 产 证 号 ：
1001052243）房产。现本院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7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将对被执行人杨站午名下的上述房产依
法进行评估、拍卖；并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房产选取评估机构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15日期满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5日内

简易审理机制，在不损害当事人合法
权益，不损害第三人、社会公共利益，
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僵尸
企业”
处置工作要坚持能并则并、
能简
则简、能快则快的原则。重视引导申
请人主体的多元化，目前破产申请人
主要是债权人，并且多数是普通债权
人，要加大工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
探索社保、税务、电力等部门作为“僵
尸企业”破产申请人。要加大债务人
信息公开力度，扩大公开范围，“晾
晒”
债务人信息，
吸引更多投资人。

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 ，本院将随
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再另行公
告；并对上述财产依法进行拍卖。[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白延合：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十公司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的（2015）禹民初字第 970 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十公司
向本院申请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2016）豫 0205 执 202 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被执行人执行风险告知
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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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费用和因执行引起
的其他经济损失均由被执行人承担。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芦建立：周顺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的
（2015）禹民初字第 492、65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
利人周顺平向本院申请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2016）豫0205
执 215、21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被执行人执
行风险告知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执行费用和因
执行引起的其他经济损失均由被执行人承担。本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刘海意、株洲建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立案执行
的方正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逾期未履行(2014)芦法
民一初字第 89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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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期满后次周三到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参与机选鉴定、拍卖机构，逾期即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拍
卖机构、现场勘察、领取鉴定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关权
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尹国清、
何丽芬：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建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湖南建兴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
们位于资兴市新区阳安路阳光花园水利局院内的住房（房产证号：
资房权证私字第28275号）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湘建兴房估〔2016〕资
字第09301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向
湖南建兴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