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法官说法

■责任编辑 赵 沨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WWW.RMFYB.COM

■热线电话：
（010）67550893
■电子信箱：fgsf@rmfyb.cn

扣押物品处分主体的认定
今 日 聚 焦

●

◇ 涂俊峰 李 磊

【不同观点】
本案的分歧是：法院扣押了被告人
郭长江人民币 31 万元，港币 2.86 万元，
最后判决没收郭长江个人财产人民币
10 万元、罚金人民币 2 万元。案件生效
后，审判部门将本案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移送法院执行局负责财产刑执行，执行
局已将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0 万元、罚
金人民币 2 万元部分执行完毕。但是对
于剩余的人民币 19 万元、港币 2.86 万
元，该由何机关负责处理？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判决第四项
的内容是：
“扣押在案的其他物品，由扣
押机关依法处理。”对于执行后剩余的
其他物品，自然由扣押机关依法负责处
理。在认定扣押机关时应当根据《扣押
物品清单》来判断。在本案中，深圳市公
安局罗湖分局在搜查被告人郭长江住
处时发现了大量现金，随即扣押了该现
金并制作了《扣押物品清单》。本案的扣
押机关毋庸置疑就是公安机关，故根据
生效判决规定的“扣押在案的其他物
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对于没收财
产与罚金刑执行完毕之后的剩余财物，
应由扣押机关即公安局负责返还当事
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执行机构已经按
照执行依据即判决书载明的财产执行
内容，完成了相关执行工作。执行机构
应当依照也只能依照审判部门生效判
决明确记载的判项来执行，对于审判部
门记载不明确或者责任主体不清晰的
判项，执行部门无权作出处理。本案的
生效判决并未载明由何机构负责对剩
余财物的处理，执行机构当然无权处分
当事人财物，对于被扣押的剩余财产只
能由刑事审判部门负责返还当事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侦查机关扣押涉
案财物后，已经转由公诉机关随案移送
法院，涉案财物的扣押机关已经转为法
院；而法院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被告人被扣押的剩余财
产，不能由刑事审判部门处理，只能由
执行机构继续负责处理。

析 疑 断 案
◇ 周 剑

朱 慧

2013 年 12 月 17 日，被告人郭长
江在深圳将毒品装成三个包裹，分别
寄往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民警在
郭长江交寄的包裹中缴获毒品八包
（含有甲基苯丙胺、咖啡因成分，重约
475 克）。郭长江察觉到民警对其调查
后，与王帅将一批毒品转移至朱建红
住处。民警将朱建红、王帅抓获后，在
朱建红住处将郭长江藏匿的毒品缴获
（含有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等成分，重
约 650 克），在王帅的住处缴获甲基苯

甲 差 欠 乙 60 万 元 到 期 债 务 被
诉，法院对甲名下的一处房产予以保
全查封。因该房产早已被转让给案外
人丙，丙遂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对该
保全裁定申请复议，结果被裁定驳
回。后甲败诉，在拍卖被保全房产的
过程中，丙又相继提出案外人异议和
执行异议之诉。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外人保全复
议申请被驳后，能否在执行阶段再提
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第一种意见认为，司法机关已就
异议事项给出复议结论，说明丙的权
利耗尽，不能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否则等于重复审查，不仅浪费
司法资源，还可能造成前后评判冲

【案情回放】
丙胺，总重 4.28 克。民警对被告人郭
长江的住处进行搜查，发现现金人民
币 31 万元整，
港币 2.86 万元整。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一、被告人郭长江犯运输毒品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0 万
元；
犯非法持有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数罪并

【法官回应】

刑事案件扣押物品应由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
对于刑事案件随案移送扣押物品的
处理，既是当事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又
是 侦 查机 关 与审判 机关、刑事 审判 与
执行部门等机关之间的一个争议问
题，司法实践中曾经莫衷一是。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14 年适时出台的相关司法
解释，有助于司法机关厘清责任主体，
定
分止争。
1.明确涉案财物的扣押机关
在认定涉案财物的扣押机关时，必
须要注意扣押权的移送与转换，否则既
罔顾法律规定，又陷入哲学上静止的眼
光看问题。在本案乃至一般的刑事案件
中，确实是由侦查机关搜查被告人住处、
扣押涉案财物并制作《扣押物品清单》，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扣押机关，但也仅限于侦查阶段。
在移送
审查起诉后，侦查机关要将扣押物品随
案移送给检察院；而检察院将案件起诉
到法院后，又要将扣押物品随案移送给
法院。与被告人被扣押物品类似的是被
告人本人，公检法三阶段衔接时应当办
理羁押换押的手续，即随案物品的扣押
主体与办案机关同时发生了变更。
因此，
在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被告人应换
押给法院，办案主体已经变更为法院，
侦
查机关已经无权再去提审被告人，哪怕
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去提审自
己抓获的被告人也应获得法院的批准同
意。同理，随案物品移送给法院后，只有

法院才是涉案财物的扣押机关，当初查
获并扣押该物品的侦查机关已无权处分
该物品。
2.明确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主体
刑事案件的涉案财物如何处理，事
关司法机关公信力与当事人权益，但由
于理论界与实务界认识不统一，司法机
关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政，指导方针或
处理方式甚至大相径庭，导致涉案财物
返还混乱，
且缺乏相应的救济途径，
严重
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2014 年 9 月 1 日，为进一步规范刑
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
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
定》）。
《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刑事
裁判涉财产部分，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
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可见，最高
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
基本权力与职责关系作了重申：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由法院执行机构
负责；
刑事审判部门不应执行涉案财产，
而只能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后转
交执行机构负责。
3.明确涉案财物的认定
涉案财物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
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案件处理直

突，有损司法权威。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比案外人保
全复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两种制
度构造，因两者设计的目的、价值取
向等均不相同，故即便保全复议申请
被驳，也不妨碍该案外人再行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
下：
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分别对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保全复
议进行了规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
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
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
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
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

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
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利
害关系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
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裁定的人民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
定处理”，即“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
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
1.发生阶段和异议对象不同。保
全复议发生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
中，异议对象是保全裁定本身；而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发生在执行过程
中，异议对象为执行标的，且必须经
过案外人异议这一前置程序，即案外
人若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了其对执行标
的享有的实体权利，可以向执行法院
提出异议；只有对驳回异议裁定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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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具有财产属性并受
法律规制的各种权利形态的总称，即包
括作为犯罪之物、作为证据之物和作为
保全之物，在种类上既包括实物形态也
包括非实物形态，包括与刑事案件有关
并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责令退赔的
财物，还包括应当依法予以返还当事人
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
涉案财物的属性如何，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的认定？一方面，
《规定》在第一
条第一款指出：
“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
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责令退赔；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
收 随 案 移 送 的 供 犯 罪 所用本 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
项。
”
若涉案财产被认定为赃款赃物或供
犯罪所用本人财物，列入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的执行，
自是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对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的
处置要注意谦抑原则。国家承担保护公
民财产权的义务，对于公民合法的财产
不得随意侵犯，即便是在处置犯罪分子
财物时也应保持谦抑的姿态，不能恣意
妄为。若涉案财产因没有充足证据认定
为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财物，依照存
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只能视为被告
人合法财产。对于没收财产与折抵罚金

【案情】

之后剩余的合法财产，应返还当事人
或利害关系人。
4.刑事审判部门无权也不得参与
涉案财物的返还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法院的刑事
判决生效后，针对随案移送至法院的
财物返还应移送执行机构予以执行。
《规定》出台后，法院执行机构负责刑
事涉案财物的执行，
已没有回旋余地。
但实践中，有的司法工作者坚持认为
执行机构只负责执行判决书上明确列
明的执行事项，对其他涉案财物不予
执行。这种观点机械地限缩了执行机
构的财产执行权力，也是强行地赋予
刑事审判部门本不该具有的权力。
首先，从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的
角度来看，刑事涉案财物的返还从本
质上来说，是将涉案财物返还给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应属于执行权的范
畴。
若由刑事审判部门予以返还，
不利
于发挥权力的制约功能，甚至可能为
滋生司法腐败提供空间。
其次，由刑事审判部门执行财
物返还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上述司
法解释未明确肯定刑事涉案财物的
返还应予适用，但亦未明确否定。
同时 《规定》 第一条规定具有兜底
条款“ （五） 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
执行的相关事项”将刑事涉案财物
返还纳入上述规定的调整范畴，并未
超出文意解释。
最后，由执行机关负责执行涉案
财物的返还具有相应的救济程序。
《规
定》第十四条规定：
“执行过程中，
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
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
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
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
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处理。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
议，
应当公开听证。
”
可以看出，
在执行
程序中，对于涉案财物的返还在现行
的司法解释中仍有救济途径，反观若
由刑事审判部门负责财物返还，由于
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才对涉案财物返
还的，在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缺
乏相应的救济途径，
不利于对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案外人保全复议被驳后能否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

【案情】

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 10 万元、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二、被告人朱建红犯窝藏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三、被告
人王帅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个月。
四、扣押在案的毒品予以没
收，
由公安机关依法销毁；
扣押在案的
其他物品，
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郭长江提出
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一 案 一 议

的，才可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2.救济手段和追求目的不同。保全
裁定属于中间性、临时性、程序性裁
定，目的是要通过维持被申请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的财产现状，为将来生效判决
确定的内容得以实现提供保障。虽然裁
定本身也涉及对被保全财产权属的判
断，但该判断并非终极判断，且最终是
否实际执行被保全财产尚处于或然状
态，所以提供的救济渠道仅是司法复
议；而执行异议之诉生成的判决则为终
极性、确定性、实体性判决，目的是要
通过赋予案外人诉权，假借普通程序审
理，厘清执行标的之实体权利归属，继
而为决定是否强制执行提供依据，因此
提供的救济渠道是民事诉讼。
3.价值取向和审查标准不同。诉讼
程序的设计，既要考虑权利救济的充分
性，又要兼顾诉讼进程的效率性。因保
全裁定仅是中间性裁定，不涉及财产处

分，故为避免诉讼流程过于冗长而影响
整体案件审理，法律只赋予异议人申请
复议的权利，且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所以审查标准与案外人异议的审
查标准相同，采用的均是“权利外观主
义”；而执行异议之诉则是新民事诉讼
法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为避免执行
行为侵害案外人之实体权利所增设的一
项诉讼制度，旨在通过审理程序对执行
标的之权利归属作出判断，以实体权利
对抗执行行为。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
的，还可以提起上诉，因此审查标准坚
持的是“权利实质主义”
。
综上，案外人保全复议与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两种制度在诉讼进程中前后
顺接，在前者被驳后，唯有准许在执行
阶段再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案外人
的权利救济方为周延。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
院）

412,526.82 元；3、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 12,375.80 元律师费的损
失；4、判令被告 2 对上述 1-3 项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上
1-3 项合计：424,902.62 元；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
全费等相关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4日（总第7126期）
期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3-41 法
智颖飚、王再岚、王巧兰、金士伟：本院受理原告国创控股集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董金、王立滨、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
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文书上网通知
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通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 1 立即向原告偿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还剩余贷款本金 1,320,722.67 元；2、判令被告 1 立即向原告偿还
分别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拖欠罚息 21,148.83 元（截至 2017 年 8 月 15 日，自 2017 年 8 月
的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
16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罚息按《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标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准计算）；以上两项合计：1，341,971.50 元；3、判令被告 1 赔偿
夏武强、张岩、宋金贵、陈文玲：本院受理原告国创控股集团
原告 40,256.14 元律师费的损失；4、判令被告 2 对上述 1-3 项款
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
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判令被告 3 对上述 1-3 项款项承担连
据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转入普通
带保证责任；以上 1-3 项合计：1,382,127.64 元；判令被告共同承
程序裁定、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原告国创控股集团
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1、夏武强给付代偿款 24358.45 元；2、夏
达起诉书、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武强给付代偿利息（以24358.45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4日起，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的
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3、夏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
武强给付违约金（计算方法：自2015年9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为
顺延）在本院东 3-41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基数，每日按照千分之三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张岩、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宋金贵、陈文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四被告共同承担本
胡庆海：本院受理（2017）京 0115 民初 12860 号原告北京兴
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实现债权
达振鸿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而花费的差旅费、通讯费、信息咨询费等各项费用）。自本公告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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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罗玉红、北京克拉丽丝家具销售中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杨高祥、马金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司北京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
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 1 立即向原告偿还剩余贷款本金
下：1、判决被告一偿还原告本金 30 万元；2、判决被告一支付截
400,278.65 元；2、判令被告 1 立即向原告偿还拖欠罚息 12,248.17
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的利息 1337.69 元、逾期罚息 33766.79 元，并
元（截至 2017 年 8 月 15 日，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
按照合同约定清偿自 2016 年 11 月 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日止的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以上两项合计：
逾期罚息；3、判决被告一承担原告律师费 10053 元；4、判决被告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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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一事，
袁某甲的房屋所在村组组长袁某
乙按照袁某甲的要求，在一张载
明“今欠到何某村 8 组村民袁某
甲现金 2 万元（大写贰万元整），
此款在何某村 1 组整体拆迁时才
付清”
的欠条上欠款人处签名，
后
袁某甲以袁某乙未履行还款义
务起诉至法院，要求袁某乙返还
借款 2 万元。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袁某乙明
确表示双方未形成真正的民间
借 贷 关 系 ，并 没 有 向 袁 某 甲 借
款，而是基于房屋拆迁补偿事宜
写下欠条，因此双方是否存在真
正的民间借贷关系成为关键点。
在民间借贷中，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
多是以订立欠条、借据等债权凭
证作为借款的依据。因此，借条、
欠条等债权凭证在民间借贷案
件中扮演着民事法律关系凭证
的重要角色。通常情况下，审理

有欠条不必然成立
民间借贷关系
◇ 刘建鑫

民间借贷案件中借贷关系是否
成立，更多的是以审查欠条、借
据等债权凭证为主，而对借贷产
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用途、支
付方式等方面的审查有所忽略。
特别是在部分当事人有意制造
虚假民间借贷关系来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同
谋伪造借条，再通过双方互相承
认而隐瞒证据虚假的本质，致使
法官难以分辨证据真伪，难以深
入审查借条等证据的真实性，从
而使得民间借贷纠纷一度成为
虚假诉讼的“重灾区”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明确
规定原告方仅依据借条、
收据、
欠
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
款项支付、
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当
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
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
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
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同时，
还对判断民间借贷案件是否属于
虚假民事诉讼作出明确规定，要
求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
原因、
时间、
地点、
款项来源、
交付
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
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
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不再简单审查欠
条、借据等债权凭证，而对借贷
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
源、交付方式等进行综合审查，
因 此 ，本 案 的 审 理 严 格 适 用 了
《规定》，没有仅依据双方签订的
借条就认定袁某甲与袁某乙形
成借贷关系，而是结合借贷发生
原因、地点、款项交付、来源等事
实和因素进行综合审查，最终认
定双方未有借款行为，未产生债
权债务关系，依法驳回了原告袁
某甲的诉讼请求。
（作者单位：四川省新津县
人民法院）

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义务；5、判决二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3-41 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广西合安锅炉压力容器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嘉斌、余思远：
本院受理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肖敏、蓝红勇、钦州市华驭
糖业有限公司、广西合安锅炉压力容器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嘉
斌、余思远关于金融贷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地址不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文城、邓颖：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
诉郭文城、邓颖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发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市分行诉被告郑发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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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1、判决原告与被告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与判决生效
之日提前到期；2、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贷款未还本金59170.15元及
从贷款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的未还利息及未还罚息
707.72 元（利息及罚息暂计至 2017 年 6 月 1 日），总计 59877.87 元；
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
费、送达等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