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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简政放权不能自行其是
近日，国务院取消的职业资格认证
在海口市又被个别部门立为从业必备资
格，媒体曝光后涉事的海口市室内装饰
装修协会被依规撤销，责任部门海口市
住建局因监管不力被约谈问责。在落实
中央简政放权政策过程中，要警惕个别
地方部门自行其是。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
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早
在 2015 年，国务院就发文取消了 67 项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证事项，其中就包括
“装饰项目经理”和“室内设计师”。
国务院强调坚决取消事业单位不合
理收费，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
响违规收费，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
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尽管国务院对
此三令五申，海口市住建局却仍以红
头文件的形式，将已废止的资格认定
等工作交给属于社会机构的海口市室
内装饰装修协会，让这个协会充当
“红顶中介”和“二政府”的角色。该
协会借机提高门槛、捆绑培训、乱收
费，称只要交钱就给办证，使得这一
违规操作的意图更加明显。海口市住
建局的做法明显违反国务院关于取消
相关资格认证的具体规定，违背了简
政放权的政策精神。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需要将国务院
的政令落到实处，而不能由地方政府个
别部门自行其是。好在海口市已经积极
回应这一社会关切，及时纠正了不当做
法并约谈相关责任人，这种态度值得肯
定。
但此事仍值得反思，为什么个别地
方职能部门一些举措与国务院的改革要
求背道而驰，为什么在全省全市的改革
推进中有个别部门的跑偏走调？
类似打着“地方特色”旗号拖延执
行中央统一部署的情形，恐怕不独海口
市住建局一家。这种做法让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打了折扣，削弱了改革
力度，减少了群众的获得感。各地方政
府部门只有切实履职，坚决执行中央决
策部署，做到令行禁止，对违规者严肃
处理，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改革实
效。
——王存福 代 超

董如易
执行是法律赋予法院的一项强制
性权力，意在保障法院的裁判结果能
得以落实，维护法律权威。从理论上
说，在法院强制执行下，败诉方当事
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是理所
当然的事，然而，为何在现实中执行
却变得如此艰难。笔者认为，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申请人的原因。部分申请人在认
识上对执行工作产生了一种误区，认
为执行就是法院的事。不可否认，执
行是法院应尽之责，但在现实中执行
仅凭法院之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
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大格局，更离不
开申请人的紧密配合，因此，对于执
行难，申请人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一
是财产保全意识较弱。许多申请人
没有提前进行财产保全的意识，即
使意识到了，也不愿提供财产担
保，仅仅关注能否胜诉的问题。二
是配合法院工作意识不强。不少申
请人将案件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后，就只等着法院的结果，除了隔
三岔五过问一次是否执行到位以
外，缺乏主动配合法院找被执行人
下落、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意识。三
是部分申请人维护合法权益方式不
当。部分申请人因案件未能执行兑
现，就采取极端的方式，到法院吵
闹，甚而向执行法官动手。虽然其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心情可以理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执行难，产生的结果都是案件不能执行兑现。因
此，我们不仅需要准确找到执行难的原因，而且需要对症下药，将能避免的
因素尽量克服，
将可以执结的案件执行到位。

解，但方式却严重的不当，不仅不
利于执行兑现，反而阻碍了执行工
作开展。
被执行人的原因。被执行人是
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因素。一是故意
躲藏逃避执行。大部分被执行人为
了逃避履行义务，都在诉讼开始前，
或者法律文书做出后，就躲藏起来，
要么外出务工，要么隐匿踪迹。由于
找不到被执行人，给法院的执行工作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困 难 。 二 是 隐 匿 、转
移、非法处置财产。隐匿、转移、非法
处置财产是被执行人对抗执行的惯
用手段，给法院的执行财产调查和处
置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三是暴
力对抗执行。部分被执行人法律意
识薄弱，明目张胆地对抗法院执行，
轻则辱骂，重则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围
堵、殴打法院执行人员。四是滥用法
律权利拖延执行。某些被执行人法律
知识懂得多，
但知法却不履行义务，
而
是寻找法律的漏洞，反复使用法律赋
予的复议、
异议权利，
使原本可以快速
执结的案件，
长期无法执结。
法院自身原因。一方面，审执衔
接不足，导致案件执行难度较大。一

些裁判文书没有考虑如何执行的问
题，执行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审判员
在审判环节对当事人信息的收集不
全面，或者没有归入案卷，这也增加
了执行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一些
地方执行工作的规范性不够，导致执
行兑现率较差。个别执行人员对待
执行工作责任心不够，执行程序和执
行行为不规范，消极执行、选择执行、
拖延执行、乱执行的现象仍然存在。
客观现实原因。执行难并非全是
人为主观原因所导致，为数不少的执
行案件受客观现实的影响，虽然法院
执行人员付出了积极、艰辛的努力，
但仍然无法执行到位。一方面，有些
被执行财产无法处置。部分案件虽有
可供执行财产，但由于受法律规定、
政策限制等，难以处置，或者处置无
人购买，导致财产难以变现，案件客
观上无法执行兑现。另一方面，部分
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执行实践
中，存在不少的案件，经执行人员网
络与实地相结合，穷尽所有财产调查
措施，都未能查到可供执行财产，或
者有一部分财产处置兑现后，仍然无
法清偿全部债务，又无其他可供执行

财产。在这种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的
情况下，无论其本人是否有履行义务的
意愿，客观上都无法执行兑现。
协助单位原因。执行工作离不开社
会的支持，大部分执行措施的使用等要
依赖于银行、国土、工商、车管、证券
等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协助，但是部分协
助单位协助不及时或者怠于协助，错过
最佳执行时机，也是造成执行难的原
因。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执行难，产生
的结果都是案件不能执行兑现。这对于
当事人来说，是合法权益无法得以实
现；对于法院来说，是司法公信的削
弱。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准确找到执行
难的原因，而且需要对症下药，将能避
免的因素尽量克服，将可以执结的案件
执行到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要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我们所
有人都应当坚定信心，以披荆斩棘的勇
气向执行难发起冲锋，振奋精神、锐意
进取，全力解决执行难题，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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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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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老赖”的帽子还须靠自己

一旦上了“老赖”黑名单，
寸步难行不说，自己的颜面又岂
会有光？因此，摘掉“老赖”的
帽子还须靠自己。
2 月 14 日，有记者在最高人民法
院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向执行难全面
宣战”公众开放日上获悉，从 2013
年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来，截
至目前，全国法院共限制 615 万“老
赖”购买机票、222 万人购买动车、
高铁票。
这样的数字让人很震撼，615 万
“老赖”被限行，无疑是个对“老
赖”们具有震慑力的数字。“老赖”
不仅侵害当事人的权益，更是在践踏
社会诚信。可以说这些“老赖”，是
社会中名副其实的一颗“毒瘤”，不
下猛药治理真不行。

杨玉龙
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信息共享机制的运用，为我们查控
“老赖”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玩，
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让其寸步难行，倒
逼其履行判决提供了契机。尤其是
2013 年 10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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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实施，为整治“老赖”起到了
积极作用。如今，网络查控体系不断完
善，可查询信息的单位从最初的 20 家
银行，扩展到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
13 家单位以及 3400 多家银行。可查询
的信息种类从最初的银行存款 1 类信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西长屯
村原会计丁凤民，以亲属名义虚报
地下管道 90 米，骗取补偿款 1.35 万
元……2016 年 11 月，丁凤民被开除
党籍。2 月 8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发布每月通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 68 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丁凤民只是其中的一
起。
村会计骗取补偿款 1.35 万元被开
除党籍，这是从严打击微腐败的典型
例子。百度百科对微腐败的定义是:
“微腐败”是一种公权乱用的行为，

息，扩展到 14 类 16 项信息，查控功能
进一步完善，使用法院实现全覆盖。具
体节点管理、数据留痕、流程公开和可
视监管功能的四级法院统一办理办案管
理平台在全国全面上线运行。但同时，
即便如此，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
在，硬骨头也还不少。
执行难，据相关人士介绍，这既有
法院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从法院
内部来看，案多人少矛盾在执行领域非
常突出，由于管理相对滞后，一定程
度上还存在消极执行 、选择性执行 、
乱执行的现象；从外部因素而言，如

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规避执
行、外界干扰执行、财产处置变现困难
等。
对自身的问题，法院要多方入手，
用综合有效的手段，加强内部管理。于
“老赖”而言，不妨也认清形势，躲、
藏、赖终归不是好办法，被判罚就应该
按照法律来办，及时履行法律责任；顶
着不办，躲着不办，赖着不办，最终吃
苦头的还是自己。一旦上了“老赖”黑
名单，寸步难行不说，自己的颜面又岂
会有光？因此，摘掉“老赖”的帽子还
须靠自己。

微腐败者的
“隆冬”来了

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
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
程，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步
步深入、善作善成。

李长安
其典型特点有三：一是小。指乱用公
权的行为很小，如接待群众态度冷
漠、 在下基层时会 接受 一点土特产 、
一盒香烟等，小到人们容易忽视它的
存在。二是多。这种乱用公权行为比
较普遍，如接受服务单位私人宴请在
为其办事时打擦边球，或在帮人办事
时 接 受不贵 重物品， 群众司空见 惯、
习以为常。三是社会公众对其态度暧
昧。大家认为这些行为很小，生活在
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处理起来未免
“上纲上线”
，不近人情，对这种行为放
之任之，也会效仿这种行为方便行事。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本院根据东莞市建联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1 月 16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管理人。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4 月 1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6 年 10 月 26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施海强、刘涛的申请，裁
4009 号投资大厦 12 层；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兰健菊；联系
电话：0755-33339893；传真：0755-33339833）申报债权。未在上 定受理被申请人苏州尤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查，截止2016年10月26日，苏州尤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为 447,491.56 元，负债总额为 8,281,377.60 元，净资产为-7,833,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 886.04元，资产不能偿还全部债务，严重资不抵债。本院认为，被申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请人苏州尤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应予以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 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苏州尤尼流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 体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裁定受理翼城广恒煤炭开发有限
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
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裁定宣告翼城广
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恒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根据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的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产分配方案，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
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裁定受理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指定湖北长江产权流动破
本院根据四川简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
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布之 四川蜀信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蜀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四川光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蜀信公司管理人。蜀信公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长江传媒广场 A 座三楼；邮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 年 5 月 9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政编码：430070 ；联系人柳思佳；联系电话：15392890093 ）申报 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33 号艺墅花乡 14 号 1403-1405 号；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邮 编 ：610041；联 系 人 ：冯 麟 、李 源 ；联 系 电 话 ：1354073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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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8143468、028-855614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法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新华书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行使权利。蜀信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本
日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院第十六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并按规定提交营业执照、身份证等身份证

送达破产文书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执行攻坚需对症下药

“舌尖上的安全”
没有线上线下之分
国家食药总局近日发布 《网络餐饮
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
确规定网络订餐商户应当具有实体店铺
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超范
围经营，否则将面临最低 5 万元的罚
款。送餐人员也纳入了监管范围，送餐
人员未履行相应义务的，其所在单位将
面临 5000 元—1 万元罚款。这是国家食
药总局首次针对网络餐饮服务制定相关
法规。
如今人们尝到了网络订餐的方便
与快捷，足不出户便可享受美食，因
此对于网络订餐商户应当具有实体店
铺的规定，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是打
着保卫食品安全的名义，人为地大大
提高从事网络订餐服务的门槛，让小
本经营者难以为继。有网友甚至质
问，“将无实体店的网络订餐一棍子打
死，将让私家厨房情何以堪？”……笔
者看来，这些认识与说法是一叶障目。
因为，线上订餐时看上去“高大上”，
但线下送的餐却“脏乱差”现象，让当
前的食品安全面临巨大考验，也引发了
不少的矛盾与纠纷。因此，网络订餐行
业的开放性，消费者的部分选择权，应
该让位给安全。
——何勇海

联系电话：
（010）67550703

微腐败具有边缘化、末梢化的特
点。过去，对微腐败管、控不严，宽松
软，导致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抱着侥幸心
理，大行吃拿卡要之道，严重侵犯了群
众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效果明显。中纪委监察
部网站 2 月 8 日刊文称，去年，全国共
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 39.4 万人，比前
一年增长 24%，其中处分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7.4 万人，比前一年增
长 12%。如今，“吃拿两个苹果”、“收
受九条草鱼”都会受到严厉处分。微腐
败分子的严冬来了。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党治
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需要经历一个
砥砺淬炼的过程，要严字当头、实字托
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要坚持治标
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
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
化，守住为政之本。当前，虽然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要形成不
能腐、不想腐的氛围，还任重道远。尤
需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
上下功夫”，让微腐败分子日子难过，
没法过。

官

之

声

面对新媒体挑战
要克服“水土不服”
尚 博
司法宣传人员要主动转变
工作理念，正确认识新兴媒介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电脑的广泛普及和智能手
机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日常书写越
来越依赖于电脑键盘和手机的虚拟
键盘。然而，对于新闻舆论工作者
而言，绝不仅仅是书写方式发生变
化那么简单，实际上是面临着从传
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转变的巨大挑
战。而作为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工
作人员，更要及时认清新的媒体环
境，找准角色定位，弥补短板，不
断提升自身新闻媒介素养。
周强院长曾经强调，运用新媒
体传播法院声音、树立法院形象，
不仅是强化司法公开、畅通民意沟
通渠道的时代要求，更是人民法院展
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途
径。而对于已经习惯在传统媒体环境
下开展工作的司法宣传人员，新兴媒
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无疑会带来诸多
“不适”
。因此，司法宣传人员要主动
转变工作理念，正确认识新兴媒介所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厘清新媒体与传
统媒体之间新闻舆论工作的诸多差
异，尽快走出面对新媒体“水土不
服”的工作困境，并通过不断熟稔新
媒体传播途径和运营规律，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总结出新媒体格局下法院
新闻舆论工作的经验与方法，做好法
院新媒体平台建设。
现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终端、
多用户、多需求的全新媒体时代，这
种媒介环境也倒逼新闻舆论工作者需
要适应一专多能的人才需求，司法
宣传人员自然不能掉队，不但传统
媒体新闻采编的基本功不能荒废，
还要不断提升自身运用新媒体、新
技术的能力和素养。在实际工作
中，充分了解用户在新媒体时代的
司法需求，并适应智能手机等移动
媒体受众碎片化、浅阅读的浏览习
惯，做好法制新闻选题的策划与运
作，灵活运用文案、图片、音乐、
视频等素材，熟练掌握使用各种媒
介的技术手法，根据发布平台自身
特点，有的放矢地处理不同版本、
不同表现方式的新闻报道，不仅要
“苦心经营”做好“宣”的内容，更
要多点开花拓宽“传”的渠道，切
实提高人民法院在新媒体格局下新闻
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媒体
格局下，受众已由过去的读者变成如
今的用户，这一角色的转变让受众拥
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与决策权。新媒体
不仅仅是信息发布的平台，也是接收
用户反馈的平台，司法宣传工作者需
保持与用户间的良性互动，为人民群
众获得司法服务和进行司法监督畅通
路径和渠道，满足公众对人民法院司
法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这样不
仅可以提升用户粘性，也有助于百
姓对法院审判审务工作的理解与认
同。与此同时，畅通的沟通渠道与
良性的互动关系，也有利于人民法
院及时掌握公众对重大事件及敏感
案件的关注动向，对于容易引发舆
论的风险点及早做出准确预判和有
效应对，从而更加主动地做好涉法
舆情的引导工作。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3 执 76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自送达之日起限你于三日之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孙静、栾廷滨、栾凤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中汽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张雪琴申请 有限公司大连八一路支行与被执行人孙静、栾廷滨、栾凤龙借款合
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17日（总第6923期）
执行中汽顺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2012）丰民初字第 19757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0203执955号执行
号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文书，逾
明，以及特别授权委托书、律师指派函等委托手续。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 期则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限你于三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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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法强制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于健：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武锦芬：本院受理的武英申请执行武锦亭、武锦芬、武惠娟、王 连西岗支行与被执行人于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本院于 2017 年 1 月 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雨泽申请宣告寇
彬失踪一案。申请人张雨泽称，寇彬，女，1993 年 6 月 20 日出生， 连香（2015）丰民初字第 26269 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3 执 53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320305199306202785，住江苏省徐州市 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自
贾汪区塔山镇葛湖村，系张雨泽之母，于 2012 年 12 月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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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之日起限你于三日之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寇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履行将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严后标：本院受理的易俊林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你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宋立钢（身份证：210304196304231034）：本院执行的于飘泽
人寇彬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寇彬生存现状的人，应 所有的工艺石桥两座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编号为嘉泰评报字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 0304 执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寇彬情况，向本 (2016)第064号，评估价人民币420000元。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1056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廉政监督卡，责令你在本公告
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拍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 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 0304 民初
院报告。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会萍、刘汉明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刘汉平 估报告有异议，应在期满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未 28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死 亡 一 案 ，经 查 ：被 申 请 人 刘 汉 平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提出异议，我院将进行公开拍卖。[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王继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10112196012290511，于 2007 年 4 月 15 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汉平本人或 大连八一路支行与被执行人王继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沈阳方成粮油收储有限公司、沈阳融信达中小企业担保有
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3 执 77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限公司、沈阳万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烨、杨树春：本院在审理
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申请执行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
法判决。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江秀连申请宣告公民 达。自送达之日起限你于三日之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辽 08 执 31 号执行通知书、决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死亡一案。申请人江秀连称被申请人陈小初于2014年12月26日在 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决定是，逾
范业忠、张晶、大连忠业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期则视为送达。
广东湛江硇洲岛海域一带船舶失事，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
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小初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八一路支行与被执行人范业
黎世洪、李丽娟、廖成军：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立案受理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小初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忠、张晶、大连忠业经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张桂堂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 587887 元及
落不明人陈小初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3 执 95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利息，执行费 8279 元。在执行过程中，因无法查找到你们的下
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落，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川 0106 执 2824 号执行通知
的下落不明陈小初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潘金福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潘修兴死亡一 达。自送达之日起限你于三日之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案，经查：被申请人潘修兴，男，1938 年 1 月 21 日出生，公民身份 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送达届满之日起 3 日内按生效法律文书（2015）金牛民初字第
王晓国、崔晶：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585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号码 330324193801216256，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岩坦镇石陈
村。于 2011 年 12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司大连八一路支行与被执行人王晓国、崔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被申请人潘修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