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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新作为

一周盘面

7.8 万亿元

81.6 亿千瓦时
2017 年，浙江完成“电能替代”
项目 3328 个，实现替代电量 81.6 亿
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使用标煤 33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814 万吨。

1272.2 万人次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
室近日发布今年一季度全国自然灾
害基本情况数据。经核定，一季度
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 1272.2 万
人次受灾，53 人死亡，2 人失踪，5.4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6.2 万人次
需紧急生活救助。

77375 件
山东省青岛市全面实行“街长
制”近半年，全市 2637 条道路共确
定 1758 名“街长”，通过“街长制”累
计 发 现 各 类 城 市 管 理 问 题 77375
件，督促解决 68895 件。

5000 个以上
到 2020 年，浙江电力将投入 11
亿 元 ，新 建 电 动 汽 车 公 共 充 电 桩
5000 个以上，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数量不少于 1 万个。

人物
汪治怀
据湖北省纪委、监察委近日公
开通报，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
长汪治怀涉嫌职务违法，目前正在
接受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公开通报显示，汪治怀于 1997
年 12 月至 2012 年 3 月历任湖北省
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区分局党委书
记、局长，黄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党委副书记，2012 年 3 月至
今历任黄冈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此外，
汪治怀是第五届黄冈市委委员、黄
冈市第五届人大代表。

□

■责任编辑 辛九慧 ■热线电话：
（010）67550730 ■电子信箱：fzk@rmfyb.cn

P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RMFYB.COM

周刊

王雄军

舟山“生病企业”遇上精准“司法医疗”

数字

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
机制近日迎来每日额度的双向扩
大。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
示，截至 3 月末，率先“开闸”的沪港
通交易总金额已达 7.8 万亿元人民
币。

■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2017 年 7 月 12 日，长达三年的重
整工作画下圆满句号。民生银行代表作
为债权人会议主席给出这样的评价：德
勤的重整模式，是一次秉承资本市场规
律，集法律、金融为一体的成功实践，
是困境企业实现涅槃重生的最佳选择。

新形势下，有的企业扬帆奋进、
破浪前行，有的企业迷失方向、折戟
沉沙。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前景黯淡、
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是市场竞争中难
以避免的现象，
但暂时经营困难、具备
长期偿债能力且发展前景良好的“生
病”企业，
需要有“司法医生”
来进行治
疗，帮助它们恢复“健康”。
2017 年，浙江省舟山市两级法
院坚持稳妥处置“生病”企业，通过
查清病因、精准治疗，盘活土地资源
86.92 万平方米，保留船舶运力 53.56
万载重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保障自贸区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
应有贡献。

府院联动：合力盘活一片
“烂尾楼”

李代桃僵：困境企业走上
新生之路
谛航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浙
江天禄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禄
能源公司）是一家以石油储运、物流为
主营业务的油品、化工品仓储企业。
该公司库区位于舟山市本岛西部
岑港镇，建设总库容 296.4 万立方米
及码头等配套附属设施，项目已列入
浙江省“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未
来发展前景看好。
天禄能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过
高，负债规模过大，其自有负债达
28 亿元，或有负债达 64 亿元。或有
负债均为对外担保负债，因主债务人
现金流断裂，或有负债已逐步转为现
实负债，远远超出了天禄能源公司的
承受范围。
债务危机爆发后，天禄能源公司
已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困境中，
如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公司将实
质性破产，各方债权人将蒙受巨额损
失。
舟山中院建议困难企业帮扶小组
聘请专业管理人律师团队介入，并指
导他们根据天禄能源公司的客观状
况，以置换担保条件不弱化为前提，
提出了通过天禄能源公司的关联企业
谛航集团作为担保置换平台公司，来
完成天禄能源公司债务重组工作的总
体方案，避免重组对天禄能源公司现
有业务带来冲击，同时也不动摇投资
者的信心。

舟山市定海区法院召开德勤司法重整调研座谈会，就重整模式、重整方案、债权人利益保护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徐忠豪 摄

在破产法规定比较原则的情况
下，舟山中院积极探索企业破产新模
式，通过李代桃僵的替代性破产重整
方式，把债权人的共识固定下来，以
时间换空间，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这样的做法得到了党委政府、债
权人的一致称赞，发生债务危机的天
禄能源公司从始至终没有进入破产程
序，避免了破产程序对企业生产经营
和投资者引进的不利影响，为依法化
解企业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
践范本。

腾笼换鸟：僵尸企业实现
涅槃重生
德勤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
勤），原为舟山最大的航运企业和物
流龙头企业，运力规模在国内沿海运
输企业中排名第五。
2013 年 ， 德 勤 冲 击 IPO 失 败 ，

加上全球经济疲软，航运业严重持续
低迷等多重冲击下，公司面临前所未
有的困境。
2014 年 6 月，定海法院受理了德
勤的重整申请，此时的德勤面临两种
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是破产清算，二
是破产重整。两种命运会出现两种结
果，一种是企业解体、资产拍卖、职
工失业、债权人利益缩水，而另一种
或许可以让企业绝处逢生。
由于德勤的船舶、房产等资产均
已设定抵押，若按破产清算程序进
行，债权人将面临零清偿风险。经过
数次调研发现，德勤仍有发展潜力，
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调节资源配置，
化解债务危机与经营危机。
在定海区政府帮助下，定海法院
决定采取腾笼换鸟的司法重整模式，
将德勤具有活力的营业事业整体转
让，最大程度保障公司现有航运核心
资产平稳延续，提高重整方案的认可

度和通过率。债务人用所出售的价款
清偿债务后清算注销，为新企业厘清
了债权债务关系，便于业务的重新开
展。
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协调 200
多户各类债权人达成共识，还需要对
已经进入重整状态的企业寻找新的投
资人，对德勤而言是生死选择，对债
权人而言是利益攸关，对法院和政府
而言却是从未经历过的能力考验。
2016 年下半年起，随着航运业
走出低谷、船舶价格逐步回升，德勤
重组也迎来希望的曙光。定海法院立
即指导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最终上海易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4.5 亿元最高报价成为德勤重整投资
人，还额外提了 8000 万元资金用于
重整费用、部分共益债务、职工债
权、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的清偿支
付，并实现对小额普通债权的适当倾
斜保护。

舟山是著名的海岛休闲旅游度假胜
地，对于居住者而言，拥有一套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的临海度假房是无数人的
期待。然而，岱山峰景湾海尚公馆的购
房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个楼盘面
临烂尾风险。
峰景湾项目的开发商是万嘉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嘉公司），在
项目开发过程中销售和决策失误，负债
达 10 亿 元 以 上 ， 最 后 导 致 资 金 链 断
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工程进度款也
无力支付，在建的峰景湾二期、三期、
四期全面停工，公司陷入困境，处于停
业状态。
因部分债权人起诉，土地房屋被大
量查封，引起债权人恐慌，部分人员到
政府信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经万嘉公司申请，岱山法院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裁定万嘉公司进行破
产重整。虽然发布了三轮破产重整公
告，但还是没有找到接盘者。
为此，岱山法院积极寻求党委政府
的鼎力支持，各相关职能部门也予以密
切配合。财政部门落实了前期重整费
用，使得破产重整得以顺利进行；劳动
部门协助管理人审核劳动债权；税务部
门为购房者办理房屋销售发票开票事
宜；公安部门与法院建立联动机制，共
同调查核实大额借贷、重要合同债权，
果断查处诉讼诈骗案，极大震慑了虚假
债权人，债权人申报债权金额为 10.38
亿余元，确认债权金额为 5.85 亿余元，
核减债权金额 4.53 亿余元。
最终，在第四轮公开投资招募中，
战略投资者以 3.1 亿元的价款受让万嘉
公司全部股权，重整计划在债权人会议
中一次性高票通过。
峰景湾项目得以继续建设，单月销
售量均居岱山在售楼盘前列，结束了烂
尾状态，
不但使购房者的资产保值增值，
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声音
技术本身是无错的，移动考勤
软件虽好，但管人重在管心。企业
若把它奉若至宝，效果可能适得其
反。它只能是辅助的管理手段，而
不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手机定
位并不是管理员工的理想办法，员
工为公司干活，不能总是在监督的
状态下进行。这样会严重挫伤员工
的积极性和认同感，干起活来必然
人到心不到，流于形式。
好的管理，最终的目的是激发
员工的归属感、荣誉感，一个企
业、一家公司如果要蓬勃发展，最
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管理激发出员工
为企业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
不是只通过各种严苛的管理来约束
员工，这反倒可能会失去员工的凝
聚力，走向衰落。这是企业在推行
移动考勤软件时应当考量的一个问
题。
——人民网

□ 徐莺歌 陈

为使没有购房资质的客户顺利过户
或减免税款，身为房屋中介的牛某和同
伙向北京市丰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北
京市地税局工作人员行贿共计 39 万余
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76 万余元。近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审理了该案。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3 月间，被
告人牛某为使丰台区镇国寺某处房屋在
购房人无购房资质的情况下违规过户，
向丰台区房地产交易权属发证中心工作
人员高某 （另案处理） 进行请托，由高
某利用其负责受理、审核房屋过户材料
的职务便利，违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
续，被告人牛某给予高某等人好处费共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庄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华融通供应链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诉被告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
电子有限公司、庄敏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现定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十审判庭进行证据交换，2018 年 7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你
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肖文萍：本院受理的高义申请执行肖文萍（2003）年丰民初字第
05338号民事判决书一般财产所有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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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吕志民：本院在执行仓进良与吕志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河南诚成资产评估事务所
作出的豫诚评报字【2018】第 02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牟县人
民法院财产评估结果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果你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可以在公
告期满后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则视为
同意评估结果。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熊杰明：本院受理申请人喻建斌与你建设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鄂 0117 执 544 号执行通知、
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即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7）鄂 0117 民初 240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牟学东、陈玉红：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湖北公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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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鄂 1022 执 31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一、被执行人
牟学东、陈玉红偿还原告湖北公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业绩行贿“税官”房屋中介被判缓刑

珊

计人民币 9 万元。
2012 年，为使丰台区星河苑等 7 处
房屋违规减免税款，牛某伙同于某 （另
案处理） 给予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税务所
主任科员傅某 （另案处理） 财物共计人
民币 30 万余元，由傅某利用其审核房
屋纳税申报材料、出具缴税发票的职务
便利，违规为上述 7 套房产减免税款，
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76 万余
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以行贿罪，判处牛
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判决后，
牛某不服，上诉至二中院。
今年 3 月 26 日上午 9 点 50 分，牛
某被带上法庭。牛某说，为了帮助客

借款 450000 元及利息 20000 元；二、负担案件受理费 8350 元，申
请执行费 6950 元。另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鄂 1022 执 31 号执
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牟学东名下登记的坐落于公安县潺陵
新区环城路西（碧海蓝天）6 幢第 1-2 层 103；J103;202 号的房屋
【房屋产权证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公安房权证潺字第 20100832
号、公国用（2010）第 2259 号】；责令你们在执行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 7 日内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拍
卖查封财产。到院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的第 8 日（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同时告知
你们在选择评估机构之后 40 日内到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领取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变卖上述财产，
不再另行通知。
[湖北]公安县人民法院
秦性木、刘宝琼：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姚琼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据已生效的（2016）鄂 0202 民初 1495 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鄂 0202 执 425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申报通知书、限制高消费通知令、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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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强制执行。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吴迪：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占国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给付义务，本院对
你所有的坐落于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桂林北路16号2号楼1—
402室的房屋（产权面积：96.33平方米）进行公开评估，现向你公告
送达湖北玖誉黄房估司字（2017）第0072号评估报告书。该房屋评
估价为人民币68009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
异议，应于公告送达期满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提出的，本
院将依法对该房屋公开拍卖。 [湖北]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
王璇、沈阳万怡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云峰支行与被执行人王璇、沈
阳万怡房产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王璇、沈阳万怡房产置
业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辽 0106 执 3803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王璇、沈阳万怡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6）辽 0106 民初 443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

户省税，自己可以取得佣金才进行行
贿，在一审判决后家人代其补缴税
款，自己也认罪悔罪，但对一审未判
处缓刑有异议。
公诉机关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牛某的
行为构成行贿罪。
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交了牛某主动替
三户涉案房款的相关人员补缴税款的证
据，牛某共计补缴 28.9 万余元，滞纳金
26.2 万余元，证实牛某积极补缴税款。
由于牛某当庭已经认罪悔罪，不再坚持
被诱导行贿的上诉意见，原审判决对其
未使用缓刑并无不当，综上，牛某构成
行贿罪的事实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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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马瑞起、
况宏阁继承人：
申请人郭存善申请执行马瑞起、
况宏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2015）包青民初字第188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但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经查，
被执行人马瑞起、
况宏
阁已经死亡，
其继承人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内0204执94
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期满3日内，
在继承范围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未履
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王先军：本院执行（2018）内0124执102号邬建光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 0124 执
1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
告之日起5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清水河县喇嘛湾
镇东华锦绣小区2号楼5单元1楼西户房屋腾空并交付邬建光，并支
付案款4012元。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义务，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清水河县人民法院
王颖：本院在执行（2017）鲁02执131号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执行人王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过程中，根据申请执行人评估拍卖的申请，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对抵
押查封的被执行人王颖名下位于青岛市城阳区铁骑山路78号424号
楼302户房产（证号：市201218639号）进行了评估拍卖，并通过淘宝
网拍卖成交。现依法向被执行人王颖公告送达(2017）鲁02执131-2、
131号执行裁定书（过户、
结案）等有关评估拍卖的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国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凯发投资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金钱给付纠纷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从公告届
满之日起，7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大同市城
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于其认罪悔罪的态度诚恳，可以对其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二审法院依
法予以改判。
牛某说，自己对所犯的罪行主动
自首，
并且主动向检察机关坦白交代，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自己的行为
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也给家庭带来负
担，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社会，希望
审判长给自己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但是自己
认为一审法院判重了，
应当判缓刑。
牛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对一审
判决书认定罪名和认定的基本事实
没有异议。牛某在一审宣判前一直
取保候审，有自首情节，在办案期

候相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裕鑫钢材
有限公司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晋1002
执215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执行决定书。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望你自动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姜明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克贞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晋 1002 执 1920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执行决定书。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望你自动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解志鹏、
潘庆月：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解志明与被执行人解志鹏、
潘庆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未按期履行（2016）晋1002民初
字第88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
现告知你们对潘庆月名下位
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园三里103号楼8层3单元801室的房屋进
行评估。
你们对评估享有的权利是协商选择评估机构。
但你们有义务配
合法院进行评估，
如不配合，
本院将依法强制评估。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行为有异议，
你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提
出。
如无异议，
你们应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到本院鉴定中心选择评估机
构。
逾期，
本院将依法进行评估。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刘秀绒、李生贵、李岩：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张勇申请执行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位于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
北段8号1幢1单元10116室房产的估价报告【估价报告编号：陕金达
房评字[2018]第03-023号】，评估价为101.44万元。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赵蓓（120101198006134524）：本院受理天津市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中心支行与你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
市中盛勃然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北辰区青光镇豪信花苑
35-1 号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中盛勃然房评报字（2018）第
A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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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
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刘玉霞：关于刘长荣与你民间借款纠纷执行一案中,本院
（2015）滨塘民初字第 11226 号、
（2015）滨塘民初字第 11227 号民
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责令被执行人刘玉霞履行法律义务，但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经查，被执行人
刘玉霞与刘文良系夫妻关系，刘文良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死亡。

间积极配合调查，没有前科，认罪
态度诚恳积极，无人身危险性，具
备缓刑条件。牛某在一审宣判前主
动为房屋出卖人缴纳了税款及滞纳
金，在被关押后其家属也积极筹措
资金，补缴了 3 处房产的税款共计
55 万 余 元 。 牛 某 如 果 可 以 判 处 缓
刑，在其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协调
买卖双方补缴税款，来弥补国家损
失。综上，法院认为牛某的行为符
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建
议法院可以对其适用缓刑。
二审法院当庭作出终审判决，以
行贿罪，判处牛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

刘文良的遗产由其妻刘玉霞继承。本院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以
（2016）津 0116 执保 2000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刘文良名下的
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兴隆商业中心 54-4 号房屋 1
套，另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以（2017）津 0116 执 21910 号执行裁定书查
封了刘文良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兴隆商业中
心 54-202 号房屋 1 套，现因你去向不明，且作为被执行人至今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天津正德房地产土地咨询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正德[2017]评字第 64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1 份以
及正德[2017]评字第 64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1 份，评估结果是：天津
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兴隆商业中心 54-4 号房屋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 187 万元；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兴隆商业中心 54-202
号房屋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58 万元。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津 0116 执 21910、21911 号之三执行裁定。依据上述裁定，本
院决定拍卖、变卖刘文良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经济
区兴隆商业中心 54-4 号房屋一套以及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北
塘经济区兴隆商业中心 54-202 号房屋一套。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
天津市骏广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天津中球实
业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决定对你所
有的存放于你租赁的原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及木制品价格进行查封
并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通知你于公告之日起第 65 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 时到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参加选取评估机
构活动，本院将依法公开随机选定评估机构。当事人如无正当理由
未按时到达，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李瑞波:邢金友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17)津0116民
初41474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判令李瑞波向邢金友给付335600元并
担负利息。因李瑞波未履行义务，邢金友于2017年12月5日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案号(2017)津0116执43673号。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7日内，李瑞波应自动履行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
杨光：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申请
执行（2016）津0116民初66049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拍卖房产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拍卖裁
定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