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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被破坏,谁能站出来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今年6月20日，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对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的环境资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支持检察

机关的诉讼请求，庆云县环保局批准企业试生产及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该案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权威人士介绍,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全国法院受理的首例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

1 环污投诉纷纷 刑案牵出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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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庭审现场。

“这家化工厂经常向灌溉渠里排
放工业废液，附近河水全变成黑褐色
了，常有死鱼浮在水面上”、“河水气味
非常难闻，风一吹直顶鼻子，附近人家
常年都不敢开窗户”、“用这河里水浇
过的麦苗开始长势好，后来一簇簇地
从根变黄、枯死，过去每年亩产小麦过
千斤的田地，如今这两三年亩产仅五
六百斤，农民们损失大了”、“俺们多次
向县环保局反映过，可他们敷衍应付，
不管事”……

2013年 10月至 2015年上半年期
间，山东省庆云县 3612345 市民热线
电话不断接到来自庆云镇、常家镇、
渤海街道办事处等地农村群众的投
诉，举报对象集中指向了庆云庆顺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顺公
司），反映其经常往附近河道偷排工
业污水，导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当
地群众苦不堪言。

据了解，庆顺公司位于庆云经济
开发区东环路附近，曾一度是庆云县
较大的招商引资企业。该公司是天津
某染化厂一位老职工在快要退休时,
于2008年被介绍到庆云境内开办的，
内设染料厂和污水处理厂。多年来，由
于其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不到位、生产
工艺落后等原因，一直不具备验收条
件，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

然而，该公司一直从事“年产
12000 吨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的生
产，主要产品为染料中间体氨基C酸
供应外贸出口，同时每天产生的工业
废弃污水达数吨左右。该公司总工程
师、副总经理王某民说：“公司排放的

污水呈棕色，主要含硫酸、硫酸钠和少量
的染料中间体等成分，对环境肯定有污
染。”

2014 年 9 月初，根据群众举报的线
索，庆云县公安局经过深入摸排、调查取
证,很快查明庆顺公司的污水处理厂经
常指使值班员工利用夜间或阴雨天，多
次将大量红色的工业污水不经处理就通
过雨水管网排放到公司附近的清水河沟
内，并将多名正趁夜间作案的员工现场
抓获归案。

经鉴定，该公司排放的工业污水属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危险废物，
废物类别为HW12染料涂料废物，危险
级别为T。据统计，仅2014年8月31日至
9 月 2 日三天内，他们排放工业污水
41.76吨。警方遂向庆云县检察机关申请
对该污水处理厂的主要负责人李某禧逮
捕，并对其他 5名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
以刑事拘留或行政拘留。

2015年10月10日,庆云县人民法院
依法对该起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宣判，以
污染环境罪判处李某禧拘役四个月,并
处罚金 3万元,对冯某、李某堂等 5名责
任人也分别判处相应期限的拘役缓刑，
并均处2万元罚金。

“在对李某禧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犯
罪案的审查批捕、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
中，我们就发现有关环保部门在监管过
程中存在不依法履职的问题！”庆云县检
察院和法院的办案人员们如是说。经初
查，该县环保局虽然对该公司的违法生
产行为曾多次作出行政处罚，但在监管
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使职权和不作为情
形。

人大授权撑腰 剑指违法行政
2015 年 1 月 13 日和 5 月 15 日，

庆云县检察院曾先后两次依法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庆云县环保局“依法正
确履职，高度重视群众呼声，加大对
庆顺公司的监管力度”。

然而，虽然庆云县环保局都予
以回复，但实际“依然如故”，仍未
履行监管职责，因为群众对庆顺公
司违法排污的投诉举报仍接连不
断。此时，由于存在法律上的空白
等因素，检察机关能否作为公益诉
讼人起诉环保局不明确，针对行政机
关为被告人的行政公益诉讼很难提
起，法院立案和审理工作亦于法无
据。

正当庆云县检察院一筹莫展之
时，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了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
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
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
讼试点，并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
件。此后，北京、内蒙古、山东等 13
个省 （区） 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试点
大幕就此拉开。

不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印发了
《山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
案》，确定青岛、烟台、潍坊、临沂、
德州、聊城6个地市为山东省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试点，试点工作自 2015
年7月起开展，试点期限两年。

在有利的新形势下，庆云县检察院
精心准备，并于同年 12月 16日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批准，首次作为公益诉讼
人，以庆云县环保局为被告，在全国检
察系统内最先提起了这起生态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请求判令庆云县环保局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确认其直接收取
庆顺公司罚款的行政行为及批准庆顺公
司试生产、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
法。

公益诉讼立案 吹皱一池春水
2015 年 12 月 24 日，庆云法院经审

委会讨论，决定依法受理此起行政公益
诉讼案，并于当天办理了立案登记和起
诉状送达手续。

“此案在全国法院属首例，庆云法院
受理此案无先例可参照！”山东法官培训
学院兼职教授、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杨如冰
介绍，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尚未对行政公益诉讼作出相关规定，对
于如何审查、审理此类案件，有不少问题
尚不明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曾事先
多次听取情况汇报，省、市法院多次派工
作组赴庆云法院进行督导，对可能出现
的程序性问题提前制定预案，确保这起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工作依
法公正进行。

“庆云法院成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
者！”此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当地更
是“吹皱一池春水”！

当年最后一天，德州市委召开了行
政公益诉讼专题会议，要求有关法院检
察院高度重视，依法按程序审理，政府及
环保部门要加大工作整改力度，确保此
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

机统一。
庆云县委、县政府及环保部门立即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挂帅，环保局、
安监局等多个部门参加的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措施，强力整
改。截至 2016年 2月底，庆云县将庆顺
公司彻底关闭停产，并对全县范围内重
点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严防环境污
染事件发生。

被告庆云县环保局很快纠正了“违
反罚缴分离、收缴 20万元罚款”等违法
行政行为，并对自身执法不到位、怠于履
职等行为在全局范围内进行了深刻地剖
析、查摆和整改、规范，表示今后引以为
戒，坚决依法履职尽责。

2016年 4月 29日，庆云法院召开庭
前会议，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
证据，庆云县检察院考虑本案中被告环
保局已经将庆顺公司彻底关闭停产、对
庆顺公司逾期缴纳罚款的行为也已加处
罚款并执行到位等整改情况，依法提交
了《变更诉讼请求决定书》,将诉讼请求
变更为确认庆云县环保局批准庆顺公司
进行试生产、两次批准其试生产延期的
行政行为违法，并得到法院准许。

“作为新生事物，法院审理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
问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德州中院
院长孟祥刚介绍说，“我们会在授权
试点要求内积极探索、依法推进，努力
把这项改革引向深入！”

回顾此起环保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许多司法实务界专家和检察官、
法官都感慨颇多。“建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剑指行政不作为，
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重要现

实意义的改革举措！”一位司法实务专
家评论说。

“‘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决定了检
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不同于普
通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检察机关
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对违法行为
进行监督，进而实现惩治违法行为，维
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这也
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山
东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二处处
长王钦杰说。

法案点评

舆论点赞首例行政公益诉讼

在法庭审理中，是否对被告庆云县
环保局于2014年12月3日同意庆顺公司
试生产的批复以及两次同意其试生产延
期的批复行为确认为违法，成为辩论的焦
点问题，公益诉讼人庆云县检察院与被告
庆云县环保局之间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错误的行政行为已经由政府认
定违法，司法机关不应再确认违法！”
被告庆云县环保局负责人辩称，对被告
2014年12月3日批复同意庆顺公司试
生产以及两次批复同意庆顺公司试生
产延期的行政行为，已经由被告自行作
出撤销决定，县政府亦确认为被告行政
行为违法，公益诉讼人没有必要请求
法院再次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庆云法院审理认为，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 2002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自接到试生产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组织或委托下一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对申请试生产的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
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作出审查
决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庆云
县环保局没有提交对申请试生产的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环境保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的证
据，其于 2014年 12月 3日作出的批复
同意庆顺公司项目试生产三个月的行
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庆云法院认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对试生产三个月确不具备环境保护验
收条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试
生产的三个月内，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延期验收申请，说明延期验收的理由
及拟进行验收的时间。经批准后建设单
位方可继续进行试生产。试生产的期限
最长不超过一年。该设施建设项目试生
产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年。”本案中被告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庆顺公司向有审批权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延期验收申请，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对此予以批准的证据，两次
试生产延期批复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
足。

庆云法院还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三次被诉批
复行为依法应当撤销。鉴于诉讼期间被
告自行撤销了三次被诉批复行为，在公
益诉讼人坚持要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
法的情形下，应当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
为违法。

今年 6月 20日，庆云法院依照行政
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
定，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庆云
县环保局批准企业试生产及试生产延期
的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庆云县检察院
和庆云县环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均未对判
决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5 控辩针锋相对 法院依法公断

今年 5 月 6 日下午 15 时许，庆云法
院对此起环保行政公益诉讼案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

庆云法院副院长杨福行担任审判
长，与行政庭庭长刘新泉、人民陪审员张
淑英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审理此案。公
益诉讼人庆云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黄平
亮，被告庆云环境保护局局长吕洪军，均
到庭参加诉讼。

经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被
告环保部门违法行政的案情水落石出。
经审理查明,庆顺公司于2007年12月27
日在庆云县工商局注册登记，2008 年 8

月“年产12000吨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
开始投产运营，但是一直没有办理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庆顺公司曾于 2011 年 2 月 20 日和
2012年 4月 28日两次申请试生产，庆云
环保局都很快批复同意。每次试生产三
个月期限届满后，由于环保“三同时”验
收未获通过等原因，被告才责令停止生
产或停产治理、罚款。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2014年 12月 1
日，庆顺公司第三次申请项目试生产，被
告庆云县环保局又于当月3日批复同意
其试生产三个月。

“官官”对簿公堂 案情水落石出

庆顺公司还曾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和 5月 28日两次申请试生产延期，
结果也都很快得到被告批复同意。直
至同年9月1日，被告又以庆顺公司环
境保护治理设施未验收为由，责令其
停止生产。

针对被告监管不严、违法行使职
权等行为，庆云县检察院在两次提出
检察建议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于 2015
年 12月 16日首次正式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从此，被告才狠抓整改，于同月
28 日决定撤销 2014 年 12 月 3 日关于

庆顺公司试生产批复以及两次延期试生
产批复的决定。2016年1月上旬，被告经
请示当地县政府批准决定，依法关闭了
庆顺公司。

庆云县检察院认为，“被告环保部
门在庆顺公司未经环保‘三同时’验
收、长期违法生产的情况下，仍然两次
批准其试产，并在庆顺公司污水处理厂
负责人已被警方立案侦查时，又第三次
批准其试生产，违法行政的主观故意非
常明显，客观上纵容了庆顺公司违法生
产！”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14日（总第6835期）

告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杂项法律程序 2016年第2169宗

原告人: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被告人:山西楼俊集团
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第二被告人: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第三被告人:山西柳林联盛哪哈沟煤业有限公司；第四被告
人:山西楼东俊安煤气化有限公司；第五被告人:邢利斌；第六被
告人:李风晓
致第五被告人邢利斌及第六被告人李风晓
请注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院（“香港法院”）许聆
案官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命令（“该命令”），按《内地判决(交
互强制执行)条例》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13日作出的（2014）民二终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书（“内
地判决”）在香港法院登记。该内地判决饬令被告人支付人民币
128,768,917.41总额予原告人(以 2016 年 11月 3日的汇率计算，
相等于港币$149,371,944.20)。另外，根据该命令，有关登记申请
及登记的讼费由香港法院评定并加入已登记判决。请注意，你们
有申请将登记作废的权利，提出申请将登记作废的限期为本告
示刊登的28天之内。
根据香港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颁下之命令，现以此刊登告示
一天，将（1）日期为 2016年 10月 20日的法院命令盖印副本 (即
登记内地判决通知); 及（2）日期为2016年10月28日的法院命令
盖印副本送达给你们。上述法院文件会以此方式完成送达，得视
为已将文件妥善及充分地送达给第五被告人邢利斌及第六被告
人李风晓。

原告人代表律师
金杜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5号
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13层

档案号码：800-0008828

马松：本院在执行景志钢申请执行马松借款纠纷一案中，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执行裁定书，依法

公告查封你名下（发动机号码为ET23012、车架号码为 3C4PD⁃
CFB4ET232012）酷威轿车一辆。公告期满六十日，视为送达。并
责令你自本公告期满七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车辆进行评估、拍卖。限你在本公告期满
十五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机构，办理相关评估、拍卖
手续，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随机摇号选定评估机
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在另行公告，并对上述车辆
依法进行拍卖。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房德平：本院受理丛文洋申请执行你确定合同效力纠纷一案，
本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黑0183民初661号民事判决
书，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责令你协助申请执行
人丛文洋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将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丛文洋。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在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尚志市人民法院

倪峻,缪青：本院受理周嬙诉倪峻,缪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人周嬙申请执行（2010）徐民一（民）初字第3663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倪峻,缪青公告送达裁定书。倪峻,缪青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一楼法官约见室领取（2011）徐执字第 4110
号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王红、廖伟：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川0107执4558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于执
行通知书送达后的 3日内依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
0107民初 1793号民事判决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徐晓英、谭长荣：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

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0107执519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
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的 3 日内依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2016）川0107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李亚：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川 0107 执 455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于执行通知书

送达后的3日内依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
1980号民事判决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阎兴利：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金牛民初字

第 1904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6年 7月 12日立案受理日立建机租
赁（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川0106执210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在收到本通知后立
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评估拍卖你的财产并将你纳入失信人员名单。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陈清梅：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川 0106民初
232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李冲申请执行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6
执3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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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升国：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高新
执字第 600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立案执
行。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6年
3月9日将你名下的位于都江堰市幸福镇岷江路蓝郡新界7栋1
单元5楼10号的房屋（权0092321）予以评估，上述房屋的评估总
价为116万元。由于你至今下落不明，本院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
报告，限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75日内前往本院领取，逾期未领
取的，视为已向你送达评估报告，且你对本次评估结果无异议。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严红丽：本院执行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川0107执4846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按照（2015）武侯
民初字第939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温江区志诚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本院执行的成都
武侯翰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7执
382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单位按照（2015）武侯民初字第 7259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罗洪容、周方勇、叶艳红：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0107执5495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3日内按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
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0244号民事判决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熊飞：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0107执5191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3日内按照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6961号民事判决履行
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蒋万英、武新刚：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
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0107执498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
于执行通知书送达后 3日内按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
武侯民初字第9848号民事判决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袁瑞：本院受理黄晓梅申请执行你一案，现公告向你送达

（2015）乐执字第 142之二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你所有
的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中段 568号 1幢 3单元 6楼 2号房产
（权证号：168493号）。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已送
达。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四川
泰丰集团有限公司、宋元刚、张广先、辽宁泰丰元创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2016）川 71执 69号一案，因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列文书。
现责令你们于1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扣押、查封的财产予以评估、拍卖。同
时本公告还向你们告知本院执行案件过程中选择评估机构、领
取评估报告、选择拍卖机构有关事宜。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上列被执行人必须在本公告届满之日起7日内，到
本院执行局办理本案选择评估机构、领取评估报告、选择拍卖机
构等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即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四川]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裴中军、吴菊英、裴龙飞、陈兰、裴芙蓉、裴春梅、成都峨嵋彩印

厂：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成民初字第2810号民事判决
书受理曹燕群、李枝锦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你们一案，执行立案标的
为40246406.3元。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
京）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对裴春梅、裴龙飞共有的位于锦江区梨花
节12号1栋1单元－1层351号商业房产，吴菊英所有的位于青羊区
家园路17号29栋1层3号商业房产及车库、位于高新区芳沁街9
号－9号商业房业、位于武侯区高升桥东路2－6号A2栋1层12号商
业房产、位于锦江区晨辉一街25号7栋1楼25号商业房产，裴春梅、
吴菊英共有的位于武侯区临江路8号1栋1层49号商业房产，裴中军
所有的位于武侯区聚龙路1147号7栋3单元10层1001号住宅、聚龙
路1栋－1楼828号车位，裴春梅、裴芙蓉、裴龙飞共有的位于武侯区
聚龙路16号2栋3层10号商业房产，吴菊英、裴龙飞所有位于双流九
江镇岷江路32号1楼商业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为12912100
元，评估情况详见评估报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川杜鸣评估Q
（2016）字第0136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请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逾期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对评
估资产进行处置。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正琼、颜家云：我院执行局移送刘廷冬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需要对你们所有的车牌为川 A890J7 昊锐汽车进行评
估。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技术室领取选择评估机
构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将在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对外委托摇珠室摇珠选择评
估机构，公告期满后第十日上午10时进行现场勘验。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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