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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执行难 湖南在行动
本报记者 曾 妍

今年以来，湖南省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51686件，执行到位金额153.4亿元。从4月执行会战以来，全省实际执结

率、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网络查控措施期限内发起率等各项执行主要指标不断向好。其中，全省法院实际执结

率达19.92%，跻身全国第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多次对湖南法院执行工作予以肯定。

多方联动 综合治理 信息技术 提高效率
5月10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承办的申请执行人潇湘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长沙市日晟酒店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于执行
地处市中心地段、牵涉到30余户经营户
的强制搬离，执行变数较多，长沙中院
启动全市两级法院协同执行机制。

通过长沙中院在执行指挥中心的
远程调度指挥，两级法院通力配合，
案件得以顺利执结。强制腾空了营业
场所，完成了清点及搬运。70 余户
经营户顺利搬离。

在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和运用方
面，湖南建成了全省法院指挥中心，
可随时进行远程指挥、远程调度、视
频会商，并对所有执行案件进行全方
位监控，为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
一指挥、统一协调”提供有力抓手。

湖南法院着力完善网络查控系
统，通过网络对被执行人存款、房
产、土地、车辆、股权、银行理财产
品、互联网支付账户等财产采取查
询、冻结、扣划措施，已累计冻结存
款77.44亿元、股权50.81万股；变传
统拍卖为网络拍卖，通过“淘宝
网”“京东网”“公拍网”等互联网拍
卖平台处置财产，杜绝暗箱操作，实
现网络拍卖零佣金，已累计拍卖物品
18345 件，成交额 58.81 亿元，为当
事人节约佣金2亿元。

湖南高院出台了《关于规范网络

司法拍卖起拍价确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推广网络起拍价询价机制，
提高网拍工作效率，降低拍卖成本。

同时，对所有执行案件实行信息
化管理，对案件流程全程监控，对案
件质效全面分析，对案件文书全部公
开，已累计录入执行案件89万件。

在规范执行案款管理方面，启用
执行案款“一案一账号”管理系统，
实现案款、账号、案件一一对应，保
障执行案款及时发放，杜绝挤占、挪
用、贪污执行案款现象。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
制，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联合信用惩
戒，真正让“老赖”“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候选人进行失信审查，实行“一票否
决”。

湖南高院与省文明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限制对失信被执行人授予相关荣
誉的通知》，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获评有
关荣誉。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向“信
用湖南网”推送，限制参与政府项目
招投标，与“红网”合作开辟失信被
执行人查询窗口和相关宣传专栏。长
沙等地法院为失信被执行人定制专属
彩铃、在火车站电子大屏幕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全省法院已经累
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1.4万条，
部分失信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
行了义务。

5月 22日，娄底市娄星区区委召开
常委会，专题听取区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汇报，积极帮助解决执行工作中
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决定建立执行难联
席会议制度，并给予司法救助专项经费
保障。

今年 1月至 5月，娄星区人民法院
执行结案 1637 件，结案率达 60%，比
去年同期多结1139件，提高了33%。

和娄星区法院一样，湖南各级法院
也都积极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争取
对执行攻坚工作的支持。长沙市人大常
委会听取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决
胜执行难战役的专题汇报，研究出台相
关决议；永州市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意见》；常
德召开 35 家联动成员单位会议，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向基层政法委书记交
办了协助法院解决的重点执行案件 646
件；衡阳市两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法
院执行工作，对2万元以下的小额涉民
生案件，申请执行人生活特别困难的予
以救助，涉及案件260余件，救助金额
共140万元；吉首市“两办”下发《吉
首市进一步完善法院执行联动机制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实施方案》；津市、安
乡、汉寿等地法院将执行工作纳入该县

综治考评，政府参与执转破联动，将被
执行人的查控、执行文书送达纳入网格
化管理。长沙、岳阳、赫山、大通湖等
地法院联合公安机关建立相关机制，由
公安机关协助查找被执行人。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主动向省
委、省人大、省委政法委汇报最高人民
法院有关会议精神，与省政府及相关部
门加强沟通。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湖南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对执行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予
以肯定和支持。

湖南高院与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
联合召开“全省诚信建设推进会”，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同志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两办”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
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

5月24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
农同志视察湖南高院，专题听取全省法
院执行工作汇报并提出明确要求。湖南
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即将联合出
台《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
进一步加大打击拒执犯罪力度。省财政
拟专门拨付 4600 万元解决法院执行指
挥车辆和执行装备不足问题。

精准发力 全力攻坚
“真是人民的好法官啊，你们工作这

么忙，还来给我送执行款！”汉寿县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在得知申请执行人罗某住
院并且急需医药费时，专程将刚执行到
位的执行款送到医院病床前。

2013 年 10 月 ，施 某 向 罗 某 借 款
2万元，月息 300元，马某当日向罗某出
具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欠条，对债务清
偿负有连带责任。

借款未按期归还。2017 年 6 月，罗
某将施某、马某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生
效后，马某、施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罗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申请人急需执行款治病，该案被
法院纳入涉民生执行范围。执行干警多
次查询被执行人施某、马某名下的财产、
车辆、房产等信息，均无所获，且施某常
年在外地工作。

经多方走访，执行人员找到马某，但
马某拒绝履行。汉寿县法院依法决定将
其拘留15日，并多次对其进行释法析理、
说服教育，马某于5月7日一次性支付了
执行款。

全省法院紧紧围绕决胜执行难的
目标主线，全力攻坚。湖南高院下发

《关于严厉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敦促规避
和抗拒执行人员依法主动履行义务。
开展“涉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审判执
行专项活动”，今年以来为 4202 名农
民工兑付工资及工程款 2.25亿元。从 4
月起开展为期半年的“执行攻坚大会
战”，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全部执
行到位。今年以来，共拘留 2917 人、

罚款 277 人、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8978条，因涉嫌拒执犯罪移送公安机
关侦查 284 人，已被追究拒执犯罪刑
事责任 18人。

对失信被执行人绝不姑息的同时，
湖南各级法院层层签订“军令状”，湖
南高院加大督导力度，密集召开了8次
全省视频调度会；湖南高院院长田立文
6次到省高院执行指挥中心现场连线督
查或听取汇报；由省高院院领导带队分
片包干，已对全省开展了两轮全覆盖的
督查。

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对工作落实不
到位、敷衍塞责、慵懒懈怠的人员进行了
严肃问责。湖南高院已对执行质效排名
靠后的20家法院院长进行了集体约谈，
2名基层法院副院长因对执行工作分管
不力被调整分工，3 名执行局长因执行
不力被免职。

湖南高院还下发了《关于推进符合条
件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的通知》，
建立了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将符合破产
条件的“僵尸企业”依法转入破产程序。

在办理执行信访案件方面，对多年
信访案件仔细甄别、释法明理，切实解决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对反映消极执行的
信访案件一督到底；对反映执行错误的
信访案件及时导入程序进行审查；对已
化解的信访案件随机回访当事人，防止
虚假化解。

最高人民法院向湖南交办执行信访
案件 90 件，已核销 56 件，总核销率
62.2%，信访化解率 39.68%，排名全国
第9。

6月1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4名被执行人实
施司法拘留。据悉，此4名被执行人拖
欠怀化农村商业银行1000多万元。

怀化中院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
杨尚真等7名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
表见证了此次执行活动。

“今天的执行行动部署到位、行
动迅速，效果很好。”杨尚真代表建议
法院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形成威慑
力，严惩拒不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
人，维护司法权威。

湖南各级法院注重加强与代表、委
员的联络，主动接受监督。5月31日，
湖南高院邀请成新湘、唐岳2名全国人
大代表以及9名省人大代表、2名省政
协委员视察指导执行攻坚工作。各地
法院也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
察执行工作或参与见证执行。

今年全省法院已累计邀请了 753
名代表、委员参与见证执行，邀请了
816名代表、委员视察法院执行工作。

同时，认真办理代表建议、委员
提案，对反映的执行不力案件立案督
办，全省法院执行系统已办理完成建
议、提案113件，均按期办结并答复代
表、委员，办结率92.6%。

在加强保障方面，湖南高院要求
全省法院对执行工作给予人、财、物
全方位支持。湖南高院成立了由院

长田立文任组长的“决胜执行难”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各级法院司法警察除
正常值勤、安保、押解等工作外，全部
投入到执行工作中去。全省各级法院
执行人员配备比例均达到或超过了全
院 在 编 干 警 的 15% ，最 多 的 超 过
20%。打破了原有执行工作格局，推
行执行团队制改革，合理配置执行力
量，实现“1+1＞2”的效果。执行工作
实行单独考核，并通过组织全省法院
执行干警开展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
干警执行规范化水平。

湖南高院注重加强执行宣传工
作，主动争取省委宣传部的支持，掀起
了执行宣传工作新的热潮。目前，新
湖南客户端、法制周报、湖南经视等均
已开设执行专栏，为执行攻坚工作创
造良好舆论环境。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已在各类媒
体发布执行工作新闻信息2888条，召
开新闻发布会43次，召开执行款兑现
大会55次，当场兑现执行款5.5亿元。

“湖南法院将进一步巩固综合治理
执行难大格局，着力压实领导责任，进
一步提升执行信息化建设水平，继续加
强代表、委员联络和执行工作宣传力
度，为迎接第三方评估做好准备。确保
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
格的答卷。”田立文满怀信心。

接受监督 加强保障

盛方奇 制图

精准发力 全力攻坚

接受监督 加强保障

多方联动 综合治理

湖南高院与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联合召
开“全省诚信建设推进会”

湖南省“两办”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失
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
实施意见》。湖南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即将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今年，全省法院已累计邀请了753名代表、委
员参与见证执行，邀请了816名代表、委员视察法
院执行工作

打破了原有执行工作格局，推行执行团队制改
革，合理配置执行力量，实现“1+1＞2”的效果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已在各类媒体发布执行工作
新闻信息2888条，召开新闻发布会43次，召开执
行款兑现大会55次，当场兑现执行款5.5亿元

今年以来为4202名农民工兑付工资及工程款
2.25亿元。共拘留2917人、罚款277人、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8978条，因涉嫌拒执犯罪移
送公安机关侦查284人，已被追究拒执犯罪刑事
责任18人

信息技术 提高效率

湖南法院已累计冻结存款77.44亿元、股权
50.81万股；变传统拍卖为网络拍卖，杜绝暗箱
操作，实现网络拍卖零佣金，已累计拍卖物品
18345件，成交额58.81亿元，为当事人节约佣
金2亿元。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1.4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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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广州珠钢供销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珠钢供销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郑飞虎（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广州
珠钢供销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广州珠钢供销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8年6月28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
406号保利中景大厦2507室；联系人：郑飞虎；电话：18188803399）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巳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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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广州珠钢供销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7月5日下午3时30分在
本院第32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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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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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 11月 1日，本院根据陈贻菊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
中深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中深海外发
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财产清偿债务，亦无财产支付
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5日裁定宣告
深圳市中深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圳市中深海外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州市花都区地方税务局的申请，于2018年5月28日
裁定受理广州市永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艺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永艺公司破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负责人为欧阳兵。永艺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7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中大科技园
A座6楼；联系人：欧阳兵；联系电话：84115022；传真：84113152）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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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艺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7月16日下午2时30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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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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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康平县糖厂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康平县
糖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康平县糖厂清算组为康平县糖厂管理
人。康平县糖厂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26日前，向管理人康平县糖厂
清算组（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朝万鑫大厦A座42
层，邮政编码：110003，联系人：李海义、董恩忠，联系电话：024-
82705555、13940348500、13358868972）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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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康平县糖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康平县糖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
2日9时在康平县文化传媒中心二楼大礼堂（地址：沈阳市康平县新城区
顺山一路）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
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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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辽宁]康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25日裁定受
理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25日指定山
东舜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鲁铭风机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20日前，向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工业五路2号山东鲁铭风
机有限公司办公楼1楼101；邮政编码：250200；联系人：白春娟、高新阔；

联系电话：18854157108、1885415929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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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3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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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将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
拍卖标的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公告期间：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公告期届满。拍卖日期：拍卖日期为2018年7月12日的10时起至
2018年7月13日10时止（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且延时的除外）。拍卖标
的物：滕焕宪、于荣红所有位于靖宇县五道街北特产大市场10号楼
000301室,产权证编号为00030785号，建筑面积1010.67平方米房屋
及靖宇县五道街北特产大市场10号楼000301室821.6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土地证号为：靖国用（2012）第062210191号，使用权类型：(出让)
起拍价：3557925.00元。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http://sf.taobao.com,）。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
物的拍卖方式、竞买人条件、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拍卖过程
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相关拍卖事宜的，请与靖宇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联系，或者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
询。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
人按照规定时间及指定方式参与，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的，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以上标的物的权属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届满
日前内与本院取得联系。声明：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拍卖
财产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及承担相关责
任。联系人：朴京灿；电话：15500206096；联系地址：吉林省靖宇县靖宇
镇靖宇大街404号。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将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以下拍卖标的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公告期间：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公告期届满。拍卖日期：拍卖日期为2018年7月12日的
10时起至2018年7月13日10时止（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且延时的
除外）。拍卖标的物：滕焕宪、于荣红所有位于靖宇县五道街北特产
大市场8号楼内侧000301室，建筑面积为731.22平方米商业用房
一栋，产权号为靖宇县房权证靖宇镇字第00032073号及位于靖宇
县五道街北特大市场8号楼000301室594.4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
为 ：靖 国 用（2012）第 062210831 号 。类 型 ：( 出 让)。起 拍 价 ：
2501653.00元。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
物的拍卖方式、竞买人条件、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拍卖过
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相关拍卖事宜的，请与靖宇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联系，或者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
cn）查询。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
优先权人按照规定时间及指定方式参与，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
与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以上标的物的权属有异议的，请于
公告届满日前内与本院取得联系。声明：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
为对拍卖财产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及
承担相关责任。联系人：朴京灿；电话：15500206096；联系地址：吉
林省靖宇县靖宇镇靖宇大街404号。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靖宇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21日10时至2018年7月2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靖宇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靖宇县那尔轰
镇那尔轰村南湖屯厂房所在的土地4659.80平方米、工业用途、使用
证号：靖国用2009第062210922号、厂房一间85.33平方米产权证号
靖宇县房权证那尔轰镇字第00023800号、厂房一间135.57平方米
产权证号靖宇县房权证那尔轰镇字第00023801号、门卫一间38.64
平方米产权证号靖宇县房权证那尔轰镇字第00023802号、石棉瓦房

3.74平方米、木棚130.90平方米、围墙264.03米、硬覆盖3549.47平
方米、铁大门11.88平方米。以上所有权人为白山维尔波瑞野浆果食
品有限公司。起拍价、保证金、增价幅度、付款方式及其事项详见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靖宇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sf.taobao.com/区号——参见全国法院页面：https://sf.taobao.
com/court_list.htm?）。一、拍结束流拍后，将会在20个工作日内在相
同网站进行二拍。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6月
20日起至2018年7月20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本
院联系统一定于2017年7月10日9时--11时30分时安排看样。三、
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
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责任自负。四、拍卖余款请在2018年
7月29日前缴纳，可通过银行付款或者支付宝网上支付，详细请咨询
法 院 。五、其 它 详 见 网 络 拍 卖 平 台 须 知 。法 院 咨 询 电 话 ：
15500206116。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李伟雄、李莉、惠州市富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执行人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支行申请执行李伟雄、李莉、州市富龙置业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案号：（2016）粤1302执1824
号1】，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本院依法
委托惠州市博邦土地房地产评佔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李伟雄位于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金山大道201号富龙翡翠欧庭12号楼2单元11
层02号房（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1100090699号，建筑面积227.77平
方米）进行评估。现该评估机构作出博邦房估字AH【2018】第050216
号，评定该房产价值为247.81万元，现限你们7日内道本院领取该估
计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收到该估价报告
后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没有异议的，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或以
其他方式处理上述房产。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你因与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鄂民初10号
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你应当交纳案件
受理费995564.8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7日
内向最高人民法院预交（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专户名称：财政部中
央财政专户；交款码：0000 0018 0004 7128）。期满未预交的，按撤
回上诉处理。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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