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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法治时评 ▷▷
规范防霾产品，标准是第一步

万 石

用好信访大数据
申友祥

以需求为导向，明确信访大数据库所需采集的内容；以制度为保障，制
定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配套支持；坚持差别原则，确保数据共享和保密工作
双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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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司法司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保护未成年人软件”是社会硬责任
犁一平

“标准”只是第一步，有
关 方 面 还 要 让 “ 标 准 ” 由
软 规 范 变 成 硬 执 行 ， 从 而
倒 逼 相 关 企 业 提 供 更 好 的
产品。

国家卫生计生委1月7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与会专家回答了雾霾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雾霾防护常识等公众
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规范口罩、空气
净化器等防雾霾产品的标准标识，指
导市场消费。

“十面霾伏”之下，防霾消费悄
然升温。目前，许多带有净化功能的
口罩，价格都在飙升。同时，空气净
化装置也在涨价，也在缺货。防雾霾
产品已经形成了雾霾产业，成了人们
新的消费热点。

有统计表明，2013 年以来，全国
网友每年为雾霾花掉8.7亿元，共下单
450万次。2016年12月红色预警发布的
前 5 天，京东商城售出口罩逾 1500 万
只，同比增长超过380%，日均逾300万
只；售出 11 万台空气净化器，同比增
长超过 210%；PM2.5 检测仪销量同比
增长超过105%。有人就此开玩笑：“霾
霾霾”变成了“买买买”。

各种打着防霾口号的产品究竟能起到
多大功效？据专家介绍，雾霾的主要成分
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
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一般

的防护用品很难抵挡。
不具有防霾功能的产品，为何能够

借霾生财、大行其道？一方面是虽然消
费者防护意识提高了，但对防霾产品缺
乏科学认知，面对重霾，对商家的宣传

“宁可信其有”；另一个原因是大量防霾
产品诞生之际，相关技术标准、行业标
准以及监管措施未能有效跟进，让奸商
乘机钻空子大捞一票。

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将加强防霾
产品的标准制定，推动相关产品标识规
范使用，指导公众市场消费。显然，这
就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下药”下在

了点上。防霾产品有了标准，就可以规
范企业的生产行为，积极引导企业把防
霾产品打造成平价商品、放心商品。这
对饱受雾霾之痛的老百姓来说，也算是
一种补偿。

不过，防霾产品的标准目前还处于
探索过程中，将来能不能真正切合实
际，真正得到落实，还是个未知数。因
而，规范防霾产品，标准只是第一步。
有关方面还要辅以配套的措施，加大监
管力度，整顿市场秩序，让标准由软规
范变成硬执行，从而倒逼相关企业提供
更多更好的产品。

信访大数据具有调研总结、访情
预判、绩效考核、管理决策以及信访
档案等价值，对于克服传统的信访工
作短板和实现信访接谈工作规范化意
义重大。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信访
大数据以及其所依托的人工智能仅仅
是工具。既是工具，其价值和功能的
积极发挥赖于我们对工具的开发、优
化和熟练使用，也赖于对数据的长期
积累、充分挖掘、系统分析，更赖于
与之配套的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本文尝试从以上角度分析信访大数据
建立的方法，供从事信访大数据开发
使用的同仁参考。

首先，以需求为导向，明确信访
大数据库所需采集的内容。围绕调研
总结、访情预判、绩效考核、管理决
策以及信访档案建立，克服传统的信
访工作短板，规范信访接谈工作等初
衷，我们认为信访大数据库需要采集
三类数据。一类是信访人基本信息采
集，包括信访人姓名、年龄、工作单
位、家庭住址、案件当事人名称、信
访人与案件当事人关系、联系方式
等。第二类是信访相关的案件信息，
包括案号、案由、立案日期、结案日
期、审判类型、裁判文书、被信访的
案件承办法官、案件所在承办庭室、
案件承办法院、结案方式。第三类是
信访信息，包括来访时间、信访诉
求、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信访
反映的问题归类、信访人提交的信访
材料等。第四类是信访化解过程信
息，包括接访人姓名、接访笔录、接
访录音录像资料、接访人答复内容、

诉访甄别、化解方案、化解成效、化
解不成后信访部门下一步处理意见、
相关部门的案件复查报告及化解成效
等。整个信访处理过程全程留痕，全
部入库。

其次，以制度为保障，制定科学
有效的管理机制配套支持。要将数据
库软件研发的工作交由专业人才打
理。在研发过程中，信访部门和技
术研发人员应做好衔接沟通工作，
将信访数据库的需求细化到每一个
项目，保证所需要的各项数据都能
得到数据库软件的支持。在软件使用
过程中，信访部门应将发现的问题及
时和研发人员交流，不断完善和优化
软件。

没有可借助的工具，美好的愿景
和理念只会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只
有数据库软件，没有配套管理机制来
促进工具的使用，那么再好的工具也
只是摆设而已。主观层面，数据库软
件的使用率和接访人员对工具的认
识、工具使用的便利性、熟练性有
关；客观方面，数据库软件使用率的
提高有赖于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来配
套支持。

因此，在制度上，可以从以下思
路着手：一是建立培训制度，包括定
期或不定期加强对信访工作人员培
训，加强对信访大数据价值认识以树

立大数据思维，加强数据库软件的使
用培训、数据分析培训；二是完善岗
责制度，岗位分工明确，以岗定责，
防止数据库软件闲置；三是建立科学
的考核机制，在入库的数据量、数据
采集的准确率和效率、数据分析工作
完成的质量等角度完善数据采集和分
析岗位的绩效考核，通过物质和精神
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提高使用率；
四是完善财物保障制度，在数据库依
托的硬件设备、人才、激励机制等方
面提供保障。

第三，坚持差别原则，确保数据
共享和保密工作双轨运行。信访大数
据是一把双刃剑，在数据共享上用
好了能推动信访工作升级换档，在
数据的保密工作中没有做到位可能
引发不利影响。信访数据的差别原
则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各部门之
间做到数据共享，方便领导对业务
工作进行管理决策，促进干警提高
服务的质量；在司法机关外部做好
数据保密工作，全面杜绝信访情报
泄露，防止因为数据的使用给工作带
来不利影响。

信访数据共享指的是部门之间、
各司法机关之间拆除信息壁垒，畅通
共享渠道。需要注意的是，信访数据
共享是双向共享，而不是由信访部门
连结到其他部门的单向共享。只有建

立在双向共享的基础上，将信访数据和
案件数据共同抓取，数据分析人员才能
精准地分析出信访和案件之间的关联
性，以得出更有管理决策参考价值的数
据分析结论。在共享的同时，数据安全
隐患暴露无遗，比如信访人的身份证
号、家庭住址等个人隐私，再如审判秘
密、信访工作中不宜公开的事项都有泄
露的可能。如果不加强保密工作，可能
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或者因为泄
密给审判和信访工作带来不利，甚至给
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因此，我们在享受
信访大数据带来的好处时，更应该注意
保密工作。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基于大数
据分析带来的福利再一次丰富了“福
利”一词的内涵。抓住信访大数据这
一福利，不论是对司法机关信访工作
升级换档，还是在提高司法服务质量
上都意义深远。树立信访大数据思
维，通过信访大数据库的建设，分析
出每一个信访人感受不到公平正义的
原因，对“让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工作模式。总之，信访
人的每一次信访对我们来说，都应该被
视为价值连城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日积
月累，必将为新时期我国信访工作作出
巨大贡献。

保护未成年人上网软件要
做到既叫好又叫座，立规之
时就要考虑周到，防止有漏
洞。

未来智能手机在出厂时预装未成
年人上网保护软件，可能将成为法律
法规的明文要求。据悉，国家网信办
起草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
审 稿)》（以 下 简 称 《条 例 （送
审稿）》）已全文公布，其中对预装
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作出了选择性
要求。《条例(送审稿)》 要求公共上
网场所应当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
件，智能终端设备在出厂时或销售

前，应当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或
者为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提供便
利并进行显著提示。

随着网络兴起，尤其是智能手机诞
生，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以及上网打游戏
已经成为一个令家长特别头痛的问题。
国家网信办《条例（送审稿）》要求公
共上网场所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
件，强制要求智能终端手机安装未成年
人上网保护软件，未成年人超时超限上

网玩游戏将受到限制，对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有益，也有利于保护未成
年人的身体健康，促进未成年人心智良
性发育。因此，“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
件”是个好东西，值得期待。

保护未成年人上网软件要做到既叫
好又叫座，立规之时就要考虑周到，防
止有漏洞，所以，“未成年人上网保护
软件”不仅要送审，还有必要公开征求
意见，广泛收集民意和凝聚民间智慧，

尽量避免留下漏洞。
软件开发永无止境，未成年人上网

保护软件作为一款限制商业化游戏的技
术性工程，要足够强大，防止被“病
毒”破译技术密码，防止“黑客”攻击
它，致使其保护功能失效。还要从立法
源头对“黑客”设计“病毒”程序攻击
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以法治威严使

“黑客”有所畏惧，也使打击此类行为
做到有法可依。

补齐村规民约的纠错短板

近日，多名市民反映，在北京市昌
平区燕丹村太海路路侧停车时，遭燕丹
村委会保安大队锁车并罚款100元，原
因是车辆占用了交通通道或消防通道。
北七家镇政府回应：路侧停车罚款，是
村里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

村委会制定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委会的一
项重要职权。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
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
的内容。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
关在法定职权内实施。显然，村民委员
会依据村规民约锁车罚款是违法行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同时
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
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
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责令改正。可是没有规定违法违规的
村规民约不改正的，如何处罚、处罚
谁、谁该为之承担责任，等等。为此，
应加强顶层设计，尽快补齐村规民约的
纠错机制，使村规民约成为社会管理的
有益补充。

——李方向

守护食品安全理应对接百姓期待

超市里的新鲜活鱼可能残留着禁
药；餐桌上热气腾腾的美食可能藏着看
不见、摸不着的风险……一面是稳定向
好的食品安全大数据，一面是老百姓沉
甸甸的期待，一面是依然严峻复杂的食
品安全问题，舌尖上的安全，是一张尚
未答完的考卷。

近年来，党和政府下大气力抓食品
安全，食品安全形势不断好转。“十二
五”期间，有关部门破获了“地沟
油”、“病死猪”、问题奶粉等一批大案
要案；2016 年前 10 个月共完成 91.5 万
批次抽样检验，样品合格率为97.5％。

但透过“黑作坊”“镉大米”等热
词可以看到，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不
少。在种植养殖环节，违禁超限使用农
药、兽药问题时有发生；金属冶炼、

“三废”排放、垃圾焚烧带来的产地环
境污染，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网
络空间仍存监管盲区，餐饮“黑窝点”

“黑作坊”肆意滋生……“舌尖上的威
胁”就在人们身边。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理应对接老百
姓的期待。不能让百姓既当美食家又当
化学家，不能让监管的大棒“高高举
起，轻轻落下”，监管的步伐不能落后
于食品造假手段的更新速度，食品安全
率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几个数字上，而更
应当让百姓心服口服。

喊破嗓子求信任，不如甩开膀子抓
质量。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也是
监管出来的。基于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
发的特点，必须紧紧抓住源头性、基础
性、制度性问题，守住底线、提升水
平、呼应关切，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
品安全治理体系。

食品安全是一条单行道，落实“四
个最严”，只有一路向前。唯有构建起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和社会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才能推动食品安全
形势持续改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和获得感。

——陈 聪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找准智慧法院
建设突破口

张志清

智慧法院建设要找到服务
审判的突破口，做足用户体验
的大文章，锻造科学管理的竞
争力，提升阳光司法的公信力。

现阶段智慧法院建设需要在服
务法官办案、方便群众诉讼、优化
审判管理、提升审判质效等方面重
点突击。为此，有必要明晰智慧法
院建设的方向与定位。

找到服务审判的突破口。智慧
法院就是要把现代技术应用于审判
执行工作中，助力审判执行工作，
把技术转化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建设
的推动力。信息化为破解长期以来
的司法难题提供了强大武器，打造
覆盖诉讼所有流程的立体式的“互
联网+”诉讼服务，网上立案、实
时查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
受苦。通过案件管理系统的优化升
级，达到使法官办案更加高效；通
过对于网络诉讼立案系统以及自助
立案等技术的尝试与应用，让群众
诉讼更加便利；通过执行信息网的
联动与曝光，快速反应快速行动让

“老赖”不再逍遥法外。
做足用户体验的大文章。智慧

法院的建设应该突出人本意识，从
用户体验中提取主要的发展与改进
方向。一方面，智慧法院的建设当
然且必须服务于当事人，只有让当
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感受到了智慧法
院的便捷，智慧法院的建设才算把
技术用到了实处。另一方面，用户
体验还体现在信息化对于审判员、
书记员带来的便利程度上，真正能
够提高审判效率，办案信息化才能
得以实现。只有做足用户体验这篇
文章，智慧法院建设才能更加接地
气、有实用、有价值。

锻造科学管理的竞争力。司法
数据对于人民法院来讲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加强司法大数据研究应
用，是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加速推进
智慧法院建设的必然要求。人民法
院从审判质效管理的角度出发，对
案件信息进行汇聚、管理、分析和
服务，是提升司法能力和优化司法
体系的重要路径，是构建新的审判
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化
建设，智慧法院要建立案件审理动
态监督机制，实现对于案件的全程
管理、动态跟踪，实现案件管理的
动态化与科学化。通过大数据分析
还可以确保法官查明事实，正确适
用法律，减少司法裁判和司法决策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促进
统一裁判标准。从大数据分析出
发，让数据开口说话，才能真正让
人民法院实现科学管理。

提升阳光司法的公信力。大量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让人民法院的
司法公开工作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无论是裁判文书上网还是审判流程
公开，都让审判工作的前前后后展
现在了大众面前。庭审直播，让法
官在审判庭上的一言一行直接接受
大众的检阅。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得以让公开的理念和原则贯穿于立
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等司
法审判和审务活动的全过程。智慧
法院同时也应该是阳光法院，把科
技手段用好用活，在提高法院工作
能力的同时还可以达到提升法院公
信力的妙处。

刘花平：申请执行人福建连江华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刘花平金融借款一案，因你未按已生效的连江县人
民法院（2016）闽0122民初250号民事调解书及执行通知自动履
行债务，本院依法裁定查封、拍卖你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
坂中路 6号泰禾城市广场（一期）2#楼 19层 22、21办公房屋，用
拍卖价款偿还债务并缴纳相关规费。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恢复执
行通知书、（2016）闽0122执377-3号执行裁定书及摇号选择评
估机构的通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责
令你们及同住亲属于送达之日起 3个月内，将财物与家具等腾
空，自动迁出该房屋，交付拍卖。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强制执
行。并定于强制迁出房屋期限届满后第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行政装备科公开抽签选择评估机构，请准
时参加，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参加的，视为自动放弃抽签权利，
不影响抽签选择的进行。 [福建]连江县人民法院

三明市创富贸易有限公司、三明市亿利物资有限公司、三明
市兴达盛物资有限公司、杨建平、李贤斌、陈心清、谢建军、雷金兰、
汪雷进、肖方钏、曾美清、曾其水、汤后辉、曾翠萍、谢丽琴、揭天经：
本院受理大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闽04执825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
封、扣押、拍卖、变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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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广恒贸易有限公司、喜来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鑫岚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岚实业有限公司、纪任文、秦小丽、陈加强、
李晋、黄文伟、陈琦、陈梁、吴枫、阮受和：本院受理大田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闽04执82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
决定书、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封、扣押、拍卖、
变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立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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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家贵、陈秋香：申请执行人陈勇与被执行人郑家贵、陈秋
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年 12月 12日作出（2015）连
执行字第7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郑家贵

所有的连江县蓼沿乡蓼家畜牧养殖场的养殖场拆除补偿款人民
币471550元，用以偿还债务及缴纳规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连执行字第 77-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福建]连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茂炳与被执行人泉州泉港旭升海运
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市华洋海运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一案，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对“湄丰898”
号船舶进行了变卖，凡与该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抵押
权人应自公告最后一次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
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变卖中受偿的权利。联系人：莫法官 电
话：0898-66262860。 [海南]海口海事法院

2016年12月26日
苏必红、张延萌：陈会敏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郑州市

黄河公证处（2015）郑黄证民字第 3231号公证书及（2016）郑黄
证执字第18号执行证书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
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执1166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报告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5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们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
长 江 中 路 128 号（七 期）50 号 楼 6 层 36 号（产 权 证 号 ：
1301055847-1）房屋一套用于清偿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
之日 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
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
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
你们承担。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徐振伟：本院在执行武春雷申请执行你借款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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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查封你名下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绿云小康住宅3号楼16层
05号（产权证号：1401157533）房产一套。公告期满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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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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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房
产依法进行拍卖。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杜娜：本院受理郑州联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91执3636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查封裁定书、责令履行通知书、拍卖裁定书。裁定
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杜娜名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七里河路
南、创新路西1号楼11层1113号（合同编号12001004063）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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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不到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
构或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房
屋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厚义：本院受理张斌、卢爱军与张厚义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08 执 1510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查封裁定书、责令履行通知书。（2015）惠民初字
第198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张厚义名下的位于惠济区
（原邙山区）南阳路 185号院裕华文汇 2号楼 1单元 5层西户房
产。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
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件确定的义务或到本院司法技术
科选定评估，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
估，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邓勇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孙汉军与你及被执行人邓

平海、刘元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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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湘 0621执 689号执行通知书、（2016）湘 0621执 689号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向申请执行人孙汉军偿还借款本金 1110000元及利息和迟
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同时向本院报告财产。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

王劲、任彩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关心春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湘0723执542号执
行通知书，限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2016）湘0723民
初 116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偿还申请执行人关心春借款本息
119400元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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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宪忠：本院受理李长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
（2015）怀鹤民二初字第 20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
请人李长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湘1202执1216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限你于本公
告送达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60日即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唐显璞、彭妮：本院受理朱琪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
案，本院（2016）湘 1202 民初 8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权利人朱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湘1202执1053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
本公告送达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
裁定扣划唐显璞以湖南天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义在怀化市鹤
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工程款27万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
即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向丽琼,吴海军：本院受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追
偿权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湖南弘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牌
照号为湘AC1176中联牌混凝土泵车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湘弘
正评报字（2016）第 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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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
价的，将依法公开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湘 0104执
恢3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拍卖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谢晓阳：本院受理申请人株洲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
据（2015）株天法民二初字第34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5月12
日申请执行与被执行人谢晓阳追偿权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湘 0211执 603号评估、拍卖裁定书，评估、拍卖被
执行人谢晓阳名下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重阳路158号香草园二期
1栋 603号房屋一套（1000203629）；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3日内未能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也未对评估、拍卖裁定提出异议的，公告期满十日后

第2个星期三上午10时到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随机抽
取评估、拍卖机构，请按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权力，本院将依法对
上述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津市湘澧商贸有限公司、黄勇：本院已受理申请执行人彭峻
治、陆益军、施光学与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湘 0723执 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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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你们自执行
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按照（2016）湘0723民初45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江四德：关于申请执行人孙忠文与被执行人江四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
江四德所有的位于岳阳楼区五里牌办事处花板桥居委会房产（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115652）进行了评估，并将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
本院委托湖南锦鑫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产进行价格评估，
评估价为人民币 493794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
和选定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陈乐龙：关于欧阳铮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委托湖南联信房地产评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
于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399号华晨国际一期流金岁月15、16栋2206号
之二房产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房地产市场市值为432276元，单价为
5126元/平方米。现依法向你送达湘联信房评报字（2016）第0130号评
估报告、（2015）株天法执字第948号拍卖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述评估结论有异议，请在本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请于公告期满后第10天
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到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随机
抽取拍卖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
卖。 [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王海军：本院立案执行的芦淞区金亿布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逾期未履行本院作出的（2015）芦法民一初字第2463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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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的财产进行评
估、拍卖，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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