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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崔建民 本报通讯员 尚海燕

如果坚持最初的理想抱负，自己现在应该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享受荣誉，在即将退休的日子里会过上含饴弄孙的生

活，可是现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面对记者的提问，已在铁窗中服刑的李发贵悔恨交加。这个曾经受党培养多年，从农村娃成长为领导

干部的男人潸然泪下。

1 一念之差 用权力换房子

2 私欲蒙心 如意算盘打不停

李发贵 1961 年出生于甘肃省镇原
县，1979 年 11月参军在新疆博州军分
区服兵役，1982年 9月入党，1984年 3
月成为兵团农五师某团 7 连的一名排
长，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名干部，年仅
23岁。

怀揣着理想和抱负，经过 19 年的
不懈努力，李发贵被任命为某团党委副
书记、团长。此时他刚刚 42 岁，他感
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发誓要干出一
番事业来，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但
碍于该团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现状，经
过 3年的努力，他仍然没有什么业绩。
正值此时，李发贵转任另一团任党委副
书记、团长，且分管团场财务和政工工
作。这个团经济情况一直较为平稳，李
发贵认为自己终于站在了施展抱负的理
想平台上。如果在团里能够干出一番业
绩，他的仕途前景也将一片光明。李发
贵对大家承诺说：不惜一切，也要让大
家过上好日子。

经过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积累，李
发贵深知只有规范生产、形成规模才是
团场经济发展的出路。走马上任后，李
发贵首先提出了规范制种玉米保证金和
产值制度，但是并没有人看好这项制
度，也没有人支持他的提议。李发贵的
管理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但他并没有放
弃，他想到了先进行试点，等看到成
果，工作自然也就推开了。在选定试点
对象时，他经过了仔细斟酌，想到了中
间代理商张贵川。张贵川作为代理商
人，既具有普通职工的身份，背后又有
公司支持，且与他在生产经验交流培训
期间相识，正是合适人选。

经多次洽谈，李发贵向张贵川允诺：
“只要你积极参与支持，保证给你最优厚
的条件。”最终他做通了张贵川的工作。
为了让试点工作取得较好成果，李发贵

强行安排解除了部分职工的土地承包合
同，将团里的好地都给了张贵川使用，当
年张贵川便获取了丰厚利润。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张贵川打
起了李发贵的主意，但几次暗示李发贵
并没有作出反应。张贵川知道李发贵的
软肋就是儿子李金豪。

据张贵川交代说：“我向李发贵提出
‘你应该为儿子的未来考虑，乌鲁木齐的
房子肯定大涨，如果在乌鲁木齐为儿子
买下房屋，儿子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其实就是为了给他送房子找的这个借
口，害怕直接给他钱他不收，面上就不好
看了。但是如果不给他好处，我以后的
利润也难以保证。”为了能说服李发贵，
张贵川亲自带李发贵去看了房屋，起初
还心怀犹豫的李发贵便动摇了。

“我看到他看房子的时候挺高兴
的，就知道有戏了，我早知道他没有钱
买，就主动提出如果有困难，可以帮他
先垫付房款。在2007年8月，我购买一
套房屋后登记在李发贵儿子的名下，将
相关手续拿给李发贵，我告诉他不用还
钱了，他还挺客气，说要不自己也出一
部分房款，我见他已经收了一部分，就
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张贵川已经摆明了是送给他的情
况下，李发贵为了儿子接受了张贵川在
乌市为其子购置的价值 46.7 万元的房
产。这是李发贵第一次受贿。起初他惶
惶不安，后来，为安抚自己的内心，李
发贵提出自己也出一部分钱，便向张贵
川返还了16.7万元。从此，二人的关系
更加紧密，李发贵继续将团里的好地交
给张贵川承包使用。

不费吹灰之力就增加了 30 万元的
收入，这需要他们夫妻二人奋斗好几
年，天上掉馅饼的滋味让李发贵初次感
受了权力的“美好”。

案后余思
欲望的大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

就像吸毒会上瘾一样，李发贵本是干事
业的好干部，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为规范市场秩序，兵团出台文件，
规定各团场要从师直企业统一进购滴灌
带，这一规定阻断了许多滴灌带销售商
的财路，张宝成就是其中一个。谈及兵
团出台的文件，李发贵有自己的想法，
于是向滴灌带销售商张宝成提出：“可
以继续向该团销售滴灌带，但是必须保
证质量，且价格不能高，希望能形成双
赢的模式。”李发贵认为在帮助张宝成
挣到钱的同时，能够保证团场不出事，
另外自己也可以得到些许好处，正是一

举多得。李发贵为自己的“高明”洋洋
得意，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对兵团的
文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张宝成大开
方便之门。

据张宝成交代：“我知道李发贵说的
‘双赢’是什么意思，2008年，我将 10万
元现金送到他办公室，他就直接收起来
了，当然，在后面他也挺照顾我的，我找
他结算，都很顺利地拿到钱了。”

有了上次受贿 30 万元的经验，李
发贵面对这10万元焉有拒绝之理，“双
赢”模式无声开启。从 2008 年至 2011
年，一共收受张宝成 35 万元，帮助张
宝成顺利结算到滴灌带款1900万余元。

分析李发贵的履历，可以看
到李发贵从1979 年11月参军入伍
到 2016 年 4 月被逮捕，工作了 36
年；从1982年9月入党至2007年8
月第一次受贿，党龄 25 年；从
1983年1月转业到2003年1月任团
长，受党组织培养多年，从农村
娃成长为正处级领导干部，从初
中文化程度到获得大学学历。李
发贵也曾付出过，奉献过，曾有
过坚定的理想信念，走上领导岗
位后手中权力大了，思想警戒却

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渐渐让位于“被人民服务”的
享乐主义、“为人民币服务”的金
钱主义。他第一次收受张贵川购
买的一套房产，事后还将零头付
给了张贵川，但尝到甜头之后便
来者不拒，成为了房奴却不自
知，久而久之与老板走得近了，
与职工离得远了；贪图享乐的意
识强了，无私奉献的品质丢了，
使党员干部的公仆形象在一次次
权钱交易中荡然无存。

自 2008 年张贵川为李发贵购买乌
鲁木齐市房屋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
展，乌鲁木齐市的房价一路飙升。看着
自己的房子从40余万元几年就涨到100
余万元，在金钱诱惑面前，李发贵深深
感慨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抱负是那么天真
幼稚，他很认真地想过，买房才是通往
幸福的“正道”。一个月几千的工资怎
能满足他的需求，而只要他愿意，他手
中的权力就是买房的利剑，无非就是那
么点事。说服了自己，一切都变成了顺
理成章。

2010 年 5 月在兵团党校学习期间，
老师讲的政治理论，他一个字也听不进
去，他想的就是弄钱买房。恰巧张宝成
给他打电话说拿钱来了，李发贵直接让

张宝成将钱送到了党校宿舍。
张宝成：“毕竟是党校这样严肃的

地方，会不会不方便？”“你直接过来就
行了，操那么多心干嘛？”李发贵并不
觉得有什么，直接将 10 万元留在了宿
舍。2011年4月，张宝成再次给李发贵
送钱时，李发贵让张宝成自己将钱放在
他家里固定位置的箱子里，堂而皇之收
受贿赂。2011年7月，张贵川主动往李
发贵妻子卡中打入 10 万元，李发贵问
都不问就直接笑纳了。当问及款项来源
时，李发贵陈述道：“我只知道谁给了
钱，要干什么事，至于他们背后的公
司，我都不太清楚，在团场里找我办事
的公司太多了，也不可能记清楚，一直
以来也觉得不是我该关心的事。”

3 移花接木 沦为房奴施诡计

在党中央高压反腐的态势下，自
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李发贵不得不向
党纪国法低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李
发贵“出事”后，其妻子、儿子、女
儿，其利益“朋友圈”无一幸免，全
部卷入了这场风波。

在开庭时李发贵陈述：2011 年 6
月丫头高考，自己被纪委调查，险些误
了女儿终身；2016 年，女儿毕业找工
作，他涉嫌犯罪被依法逮捕，在女儿人
生的两个关键节点，在女儿需要父爱
的关键时刻，他却在为自己的贪腐行
为买单。当初为了儿子未来有“钱
途”，给儿子买房子，让儿子早早有了

“依赖”，如今儿子却居无定所。当初
想着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因为自己的
贪心，却将一群干事业的人带入了监
牢。如果坚持最初的理想抱负，自己
现在应该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享受
荣誉，在即将退休的日子里会过上含
饴弄孙的生活，可是现在……

李发贵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23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2016 年
12月 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
垦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六
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
定，判决被告人李发贵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50万元，赃款235万元予以没收。

在庄严的审判法庭上，李发贵流
下了悔恨的泪水。他无颜面对旁听席
上的妻儿，无颜面对悉心培育他的组
织，无颜面对曾对他苦心劝诫的同
事。一念起，贪婪之欲不可收。作为
团长，作为一把手，他也曾无数次教
育下属要廉洁奉公，要忠诚为民，他
唯独忘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忘记了
自省，忘记了自己早已踩在高压线
上。现在面对冰冷的铁窗，是无休止
的悔恨和度日如年的焦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铁窗含泪 触犯国法终获刑4

谈及这些款项的去向，李发贵想
起了他与妻子抱着装有200万元现金
的箱子，连夜赶赴乌鲁木齐交房款的
情形，“我觉得那晚的星空格外明
亮”。一次性购买了 2 套门对门的豪
宅，购房的喜悦掩盖了一切。

2011年6月，检察机关接群众举
报对李发贵展开调查。此时的李发贵
成了惊弓之鸟，他才开始对党纪对国
法有所忌惮。他找到张贵川，要求张
贵川出具收条一份，为了双方“安
全”，张贵川按照李发贵指示，出具
了收到46.7万元的收条。当被问及为
什么受贿 30 万元，却出具了全额收
条，连自己支付的维修基金和税款都
写入收条，李发贵陈述：“为了澄清
自己，只想把自己撇干净，没想到反

而露出了马脚出了错。”真是可笑又
可悲。

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在乌鲁
木齐购置两套房屋，为了逃避侦查，
李发贵安排将房产落户在刘慧堂名
下，然后使用转账付房款、房屋买卖
公证等障眼法掩饰自己非法所得。为
了“安全”，李发贵找到刘慧堂，与
刘慧堂订立攻守同盟，别出心裁地让
刘慧堂在3张不同的纸上写收条，落
款不同的日期，且该日期与兑现时间
大致吻合，以期天衣无缝。李发贵

“掩耳盗铃”“移花接木”的鬼蜮伎俩
貌似完美，但最后的结果证明，都只
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发贵
处心积虑打假收条借条，变更房产登
记，最终也难逃法律制裁。

从和李发贵来往的这些代理商们的
话里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勾搭”
的。

刘慧堂：“和李团长搞好关系，在
该团生意就好做，这个我们都知道。虽
然师里规定 30 万元以上的项目都要招
投标，但是我给李发贵送了 25 万元，
虽然是以借款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他并
没有要还的意思，后来他给下面的人都
打了招呼，就这样，我顺利的接到了
600余万元的工程。”

孙克立：“在该团的地盘上，想要顺
利结到货款，就找李团长意思下，这个我
们都知道，团里拖欠我 318 万元的棉种
款，为了方便，我给他送了35万元，他让
我直接放后备厢，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
话，签好字我的款就顺利拿到了。”

黄仲喜、陈锡坑：“我们在该团建
了一个冷库，李发贵帮我们找了一块不
用征迁补偿的地，为我们省了好多钱，

后来他说为了让我们挣钱，他白白出力
了，我们感觉他有些不太高兴，为了以
后在该团好做生意，我们提出给他 40
万元，后来他打电话让我们直接送到了
他宿舍。”

李坤昱：“不给他意思意思，结收
材料款就遥遥无期，我跑了很多次，李
发贵都说再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我
给了他 30 万元，第二天就给我结了材
料款126万余元。”

从 2007 年到 2011 年，李发贵的蜕
变是惊人的，至2011年5月，李发贵的

“事业”已经风生水起，正是春风得
意，他已经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干部，忘
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了多年
来党的教育，他只知道自己是团长，自
己手中紧握着权力，他的地盘他做主。
从起初受贿后的忐忑不安，到意思意思
好办事，到不意思意思就不办事，其贪
欲之心迅速膨胀。

图为庭审现场。 博 宣 摄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20日（总第7186期）

申请人衢州市柯城紫砂陶瓷商行因遗失其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 1份，号码：31600051 21361680，出票金额：肆万元整，付
款行：浙商银行衢州分行，出票人：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分公
司，持票人：衢州市柯城紫砂陶瓷商行，出票日期：2017年 10月
17日，收款人：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8年4月
17日。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5月3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爽恩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重庆腾泰铝业

有限公司、持票人为重庆红松商贸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0万元、
票据号码 3100005122196903 和出票金额为 100 万元、票据号码
3100005122196904的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查沙应周卓玛宣告布南罗英死亡一案，经查：
布 南 罗 英 ，男 ，1957 年 6 月 13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63272419570613001X，藏族，退休干部，原住治多县加吉博洛镇扎
河移民小区，于2005年7月8日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布南
罗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海]治多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茹强申请宣告赵茹军死亡一案，经查：赵茹军，男，
1957年8月3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西三里桥路9弄12号302
室，于1991年9月1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赵茹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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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受理申请人黄永淑宣告刘志坤死亡一案，经查：刘志
坤于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
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3个月、希望刘
志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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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运佳、王运韬申请宣告王三英死亡一案，经查：
王三英于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
王三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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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世文申请宣告王应美死亡一案，经查：王应美于
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应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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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世文申请宣告张明亮死亡一案，经查：张明亮于
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张明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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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0月 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振旭申请宣告
廖蒙蒙死亡一案。申请人廖振旭称，廖蒙蒙（女，1987年10月7日
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廖垟村，公民身份号码
330326198710073021）系其女儿，于2013年9月21日从平阳县昆
阳镇郭庄安康老人院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廖蒙蒙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廖蒙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廖蒙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廖蒙蒙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平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0月 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煜媛申请宣告
公民何易死亡一案。申请人何煜媛称，申请人何煜媛与被申请人
何易系同胞兄妹，因被申请人何易从 1997年 1月 1日离家出走，
中间从来没有与家人联系，至今已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
何易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何易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何易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何易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焦世祥：本院依法受理的焦世祥与被执行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合同借款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2）兰仲裁字第52号仲裁裁决
书。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甘01执39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提供被执行人身份证明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晓威：关于冯洪龙申请执行曾晓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 3180-318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本院依法
委托深圳市中项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
曾晓威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社区大塘路12号私
宅 1栋房产（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5000224272号）（详见生效
判决书及评估报告书）进行了评估，该公司出具中评报字[2017]
第（房）D030 号估价报告，上述涉案房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448225元。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及
本院（2015）深罗法执二字第 5033-503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被执行
人曾晓威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社区大塘路12号
私宅 1栋房产（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5000224272号），以清偿
本案债务。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产，若
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知。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鹤壁东风铸造有限公司、赵现刚、秦俊青：本院立案执行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执 267号（评
估、拍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拍卖的报告、手续。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和报告、手续。逾期不到庭，视为
送达和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郝世杰、马玲、黄阳广、郑州逸德福木制品有限公司：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执74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决定书、评估、拍卖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
文书。并需对你们名下财产予以评估、拍卖，并通知你们到本院办
理评估、拍卖事宜（包括领取摇号确定评估机构时间、地点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本公告送达期满
前，到本院办理本案执行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手续，逾期不办理视为
送达，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红都服饰有限公司、焦作安氏实业有限公司、秦新安、安学
芳、安学东、余连营、安丽芳、郭周利：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政通路
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执926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决定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及
相关执行裁定书，且需对你们名下财产予以评估、拍卖，并通知你们
到本院办理评估、拍卖事宜（包括领取摇号确定评估机构时间、地点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本公告送达期
满前，到本院办理本案执行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手续，逾期不办理视
为送达，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秦兰青：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郑州市顺德丰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郑州臻豪鸿兴贸易有限公司、谢运生、
曹红星、石莹、魏会娟、郑州爱心宝宝商贸有限公司、你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作出(2016)豫0102执1780号执行裁定
书，该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你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东
段 金 水 花 园 西 区 16 号 楼 2 单 元 4 层 东 门 房 屋（房 权 证 号
0201098359）1套。因你未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
法委托河南英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
区纬四路东段金水花园西区16号楼2单元4层东门房屋（房权证
号 0201098359）1 套进行了评估，并已作出豫郑英信评字[2017]
091136A号评估报告，该房屋评估价值为281.33万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该房屋评估报告和拍卖上述房屋的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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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
本院将依法予以拍卖。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郑州阳普商贸有限公司、高嵩会、申卫、长葛市宏基伟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李雪蒙、王新平：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执41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逾期不到，即视为送达和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们名
下与执行标的同等价值的财产用于清偿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本案执行中的相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和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春雷、林金艳：张秀娟与李春雷、林金艳、刘志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的（2017）黑 0128民初 5号民事判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 0128执
781号执行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及（2017）黑0128执781号、
（2017）黑0128执781号之一、（2017）黑0128执781号之二执行裁
定书等法律文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通河县人民法院

乔遂英:本院受理张艳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0683执1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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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
期满后3日内履行（2017）鄂0683民初8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若未履行，应当在公告期满后6日内向本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
行通知书之日前1年的财产情况。逾期，既不履行又不报告财产情
况，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

吴银花：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忠兰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未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在本院有
较多案件未履行。本院已查封登记在你前夫张森群名下乐安县
鳌溪路房屋1套（房产所有权证号：乐房鳌溪私字第201301071），
并张贴腾房公告，责令你在规定时间内将房屋腾空。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赣 1025 执 95 号、（2017）赣 1025 执 95 号之一、
（2017）赣1025执9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 [江西]乐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兰溪市华圣纸业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判决：一、宣告申
请人兰溪市华圣纸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43928379、付款行为台州银行，出票日期 2017年 5月 27日，汇票
到期日为 2017年 11月 27日，票面金额为 30000元，出票人为平
阳建克印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兰溪市华圣纸业有限公司的承
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兰溪市华圣纸业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平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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