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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短波
宁波北仑

建立涉台纠纷特邀调解机制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建立涉台纠纷特邀调解机制，并
举行涉台纠纷特邀台胞调解员聘
任仪式，聘任 6 名特邀台胞调解员，
开展初步业务培训。此举是司法
领域贯彻落实“31 条惠台措施”的
重 要 举 措 ，有 助 于 高 效 服 务 辖 区
650 余家台资企业，促进涉台纠纷
妥善化解，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
（李虹怡）

建湖

代表点赞集中宣判毒品案件

本报讯 “法院公开审理毒品
案件，是对毒品犯罪的有力震慑，
同
时有效提升了群众识毒、拒毒和防
毒的能力。”6 月 25 日上午，江苏省
建湖县人民法院对两起毒品犯罪案
件集中宣判后，被邀请现场听庭评
议的代表、委员为之点赞。
据了解，自 2017 年以来，该院
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18 件，判处被
告人 40 人，无一适用缓刑，并加大
了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的适用
力度，同时利用网络庭审直播、公开
宣判、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强化
禁毒宣传力度，扩大毒品案件审理
的社会效果。
（季金龙 刘可可）

永丰

少年审判问计代表委员

本报讯 近 日，江西 省永丰
县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上门征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该院少年
审判工作的意见建议。代表委员
们就青少年违法犯罪打击与预防
及涉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
工作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并纷纷
表示希望法院继续保持圆桌审判
制度，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和判后帮
教回访工作，既让走错路的孩子
能回家，最重要的是要教导帮助
孩子们选对路。
（陈春英 刘 乐）

南通崇川

代表点赞家事调查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人大代
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正处级调研
员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
庭旁听了一起离婚案件后，对该院
运行的家事调查员制度给予充分肯
定，并提出建议：
“ 我觉得可以进一
步加强对这‘三员’队伍的专业培
训，给他们讲法律讲案例，让他们更
好地发挥辅助作用。
”
据了解，除家事调查员外，该院
还选聘了家事调解员、心理疏导员，
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各成
员单位建立更为灵活的对接协作、
跟踪服务制度，使家事纠纷在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下，都有相应
的力量介入开展工作。
（严永宏 古 林）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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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 代表委员助力破解“执行难”
2018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湖南省湘潭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目标，一方面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的监督支持，加大执行力度，创新执行方法；
另一方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主动接受代表委员的监督，发挥代表委员的作用，架起了法院执
行工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行与执行规范年、涉民生、涉金融、执
行积案百日攻坚等执行专项活动结合
进行。在 2017 年涉金融执行专项活
动中，执行完毕金融债权案件 112 件，
执结标的额 6.4 亿元。

建言献策 为执行工作献
“计”
“您好，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
您见证执行……”
近日，
湘潭市各级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陆续接到了湘潭中院
的邀请电话。原来，
湘潭中院邀请省人
大代表陈献忠、
胡艳娟以及部分市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见证执行座谈会，
就
“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建言献策。
在座谈会上，
该院执行局局长崔
昊向代表们介绍了“基本解决执行
难 ”的 背 景 和 四 个 基 本 目 标 ，并 对
2018 年开展“决胜执行难战役”专项
活动进行了汇报。
代表委员们对全市法院在执行
工作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纷
纷给予肯定。
“执行工作是否做得出色，与执
行法官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希
望法院能加强对执行法官的心理疏
导，关心、关爱一线的执行法官，
既要
完成任务，更要珍惜身体。”
胡艳娟关
切地说。
“法院更应该从总结高效执行模
式、建立奖励激励机制等方面着手推
进执行工作。”陈献忠有自己的看
法。
湘潭两级法院注重采纳代表委
员提出的建议，改进执行工作。2018
年，湘潭法院对执行案件采取网络查
控 4101 件，采取传统查控 6942 件，进
入财产处置程序案件 1896 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09 人，限制高消
费 4654 人次，采取拘留 138 人次，移
送涉嫌拒执犯罪 5 案 5 人，判决 2 案 2
人。

见证执行 感受执行程序之“严”
为了让代表委员更直接地参与
到执行工作中，
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

深入现场 体验执行行动之
“难”

代表委员亲临执行现场见证“腾屋”过程。
作用，
今年以来，
湘潭两级法院先后邀请
36 名代表见证执行 7 次。
5 月 30 日上午，岳塘区法院邀请了
全国人大代表周玲慧、省政协委员伍国
强等一行 7 人参与见证执行活动。在实
地参观该院诉讼服务中心、现场观摩执
行指挥中心、了解网络查控系统的操作
后，代表、委员们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
上，
纷纷提出了与执行相关的问题，
该院
分管副院长、执行局长均一一作答。
“法院是否能在判决后提示当事人，
如对方不履行义务可申请强制执行呢？”
有代表问道。
“岳塘区法院的执行工作规范化程
度值得赞扬，希望法院能够继续促进执
行案件质效的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
题，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从源头上解决执
行难问题。
”周玲慧感慨地说。
5 月 31 日，省人大代表张继军、湘潭

6 月 14 日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吴兴区人民法院携手掀起
“夏
日执行风暴”
。
活动开展首周，
在省、
市、
区
三级人大代表见证下，
湖州中院院长李章
军现场督导，
吴兴法院院领导现场带队，
执行干警迅速行动，
全力出击，
集中火力
打击了失信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
维护了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代表见证 强制腾房显声威
6 月 14 日 7 时 45 分，吴兴法院南广
场上，全体执行干警已经集结完毕。
随着
一声令下，警灯闪烁，警笛长鸣，8 台警
车按照预定行动计划向目的地疾驰，对
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久占不腾”的 6 处商
铺进行强制腾退。
9 时许，由 40 余名干警组成的执行
队伍分为指挥、实施、劝解、带离、警戒等
5 个小组，在人大代表的监督见证下，进
入执行现场。
“我们是法院工作人员，
现在对你们
违法占有的房产进行强制腾空，
请你们配合

市政协委员毛雅茜等一行 4 人在韶山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全程见证执行活动。代
表、委员们通过执行指挥中心的单兵设
备见证此次执行的全过程。
“现场找到被执行人毛某，
对其办公
室、住宅进行搜查。”执行现场的画面和
声音同步传送到坐在执行指挥中心的代
表委员们面前。
现场执行人员按照程序对被搜查出
来的物品进行核查、登记，
并准备将毛某
拘传至法院。执行人员再次对被拘传的
毛某耐心做思想工作，劝说毛某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最终未能
劝服被执行人。
鉴于毛某此前曾有多次失信行为，
且
未认识到自身错误等表现，
法院依法对其
作出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
针对严重制约和影响执行效率和效
果的突出问题，湘潭两级法院将集中执

5月31日，
湘潭县人民法院组织30
余名干警，
出动 4 台警车，
对谢某、
刘某
夫妇因贷款抵押的房产进行
“腾屋”
，
以
便交付给该门面拍卖的买受人。
今年 4 月，湘潭县法院依法张贴
腾 屋 通 知 书 。 逾 期 后 ，承 租 人 谭 某
某拒不配合腾屋，一直占用该门面，
在 多 次 劝 说 无 果 的 情 况 下 ，法 院 将
拒不配合腾屋的案外人谭某某予以
强 制 带 离 ，另 一 名 非 法 占 用 该 门 面
的案外人傅某也被强制带离。在对
房 屋 内 的 财 物 经 公 证 员 公 证 后 ，由
湘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雨
湖 支 行 组 织 搬 运 人 员 搬 运 财 物 ，并
暂行保管。
历时 1 小时 20 分钟，湘潭县法院
才顺利地把房屋的钥匙交给买受人。
买受人笑逐颜开，
连声道谢。
当天，
省、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共 7 人在“腾屋”的现场，见证了此
次执行活动。
“作为人大代表，
我很荣幸地被邀
请监督和见证湘潭县法院的执行工
作。在这次参与见证执行过程中，我
感到湘潭县法院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
分，执行干警依法执行，依法办案，所
有程序都合法。
”湘潭市人大代表谢英
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党政合力 形成治理大格局
2017 年，湘潭市委、市政府两办
制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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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综治委出台以中院为
考评主体的《联合信用惩戒主体履职
评分细则》，湘潭市委政法委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法院执行工作，
为支持法
院“决胜执行难战役”
专项活动，
开展
“百案督导”
工作。
不久前，
湘潭中院执行的交通银
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某大型零售连
锁超市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被执行人为地方知名企业，所
属员工众多，
处置不慎可能引发更多
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通过做大
量前期工作，
排除了财产瑕疵和处置
障碍，消除了被执行人的抵触情绪，
经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财产于 2017
年以 1.32 亿余元顺利成交，实现了资
产最大化。
通过此案的顺利执行，
交通银行
成功收回 1.32 亿余元债权，降低了不
良贷款率，
被执行人资产也得到有效
盘活，维护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湘潭法院积极推动执行联动机
制建设，
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
格局。辖区基层法院院长向中院院
长、两级法院执行局长向本院院长递
交“基本解决执行难”
责任书，
明确院
长、局长为“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正是通过党政合力的不懈努力，
近三年来，湘潭法院共收执行案件
18944 件 ，执 结 14721 件 ，结 案 率 达
80.35%。
“湘潭两级法院将按照上级法院
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的工作目
标，以信息化建设为关键，以规范化
建设为基础，以强制性运用为保障，
积极推进执行工作，
努力如期实现目
标。
”
崔昊表示。

湖州 代表参与“夏日执行风暴”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刘 云 林哲一

执行。
”出示搜查令后，
执行干警迅速对待
腾房屋及相关人员进行控制。
“2号目标清退完毕”
“5号目标清退完
毕”
“6号目标清退完毕”
。
仅仅1小时，
4G单
兵系统中便传来讯息，
其中3处商铺完成腾
空目标，
并已换锁查封。
其余商铺占有人闻
讯后，
纷纷写下限期腾房保证书，
缴纳腾房
保证金，
承诺在限期内自行腾退。
“法院坚持以强制腾房为突破口，
果
断出击，因案施策，既打出了声势，也达
到了教育社会公众的效果，值得点赞。”
人大代表魏力在见证执行后，对法院给
予了充分肯定。

院长挂帅 亲临前线提气势
“报告李院长，所有干警集合完毕，
请指示。
”
“开始行动！
”
随着李章军的行动命令，6 月 15 日 7
时许，50 余名执行干警在吴兴法院副院长
崔颂文的带领下，
全副武装，
列队进入距离
市区20多公里外的一家厂房之中，
对厂区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如皋光华淮扬府餐饮有限公司、
蔡伟：
本院受理原告杨勇与你们买
杨艳梅：
本院受理原告栾绍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
向你公告送达（2017）黑1025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卖合同纠纷一案，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0682民初11786号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
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 判决书及上诉须知，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林口县人民法院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文怀峰、何静、马小英、文怀民、赵忠文、张云静、何清伟、李长庆、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易洪：本院受理原告赵荣华诉被告易洪、朱慧奇民间借贷纠纷
王桂芳：
本院受理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黑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09民初377号
0602民初3805号、3806号、3807号、38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起60日内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丁争光：本院受理原告刘国芳诉被告丁争光侵权责任纠纷一
宋阿大：本院受理原告张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 0509 民初 306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 0509 民初 192 号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震泽法庭领取民事判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左永军：本院受理原告薛落义诉被告左永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伍祥芳、伍祥伟：本院受理的（2017）苏0722民初4052号原告王
洪周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09民初1625号民
0722民初40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
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亨达电机有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泰义精密模具厂、
卢海东：
本院受理原告陈红
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2017）苏0509民初82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公告送达（2018）苏0211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华庄法庭领取判决书，
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2份，
上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决，
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苏州纳柏基因生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江科技创业
江苏广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诸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苏 0206 民初 3602 号民事判决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苏 0509 民初 14953 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须知，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送达裁判文书

司法监督

及内部机器设备进行查封。
这是一起典当合同纠纷案件。
先前，
被执行人为了抗拒执行，在厂区里饲养
了两条体型庞大的猛犬。执行干警多次
尝试进入厂区，
都被猛犬挡住入口。
当天，
法院特地请来了控犬人员，
利
用专业技巧将两条大型犬制服。
随后，
开
锁人员将厂房内部大门打开；警戒组迅
速占据制高点，
并分组把控厂门，
控制厂
房；保全清点小组对厂房内财产进行清
点、证据保全；
公证处工作人员依法进行
公证登记；
查封小组张贴封条。
因被执行
人已逃往他处，谈话笔录组将被执行人
父母带至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制作笔
录。
顺利查封后，
法院委托村委会对厂区
进行看管，
等待下一步的评估拍卖。

全力出击 披星戴月擒
“老赖”
“这里是吴兴法院执行案件现场举
报点 ，任何执行线索都可以向我们反
映。”为了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执行，
吴兴法院在各派出法庭和乡镇街道的人

流密集区域设立现场举报点，接受群
众现场举报。
6 月 14 日中午 13 时，正值烈日当
空，
法院接到群众现场举报，
称失信被
执行人朱某出现在某网吧。收到消息
后，吴兴法院执行局负责人立即指派
正在附近的执行小组前往控制。30 分
钟后，
朱某被带上警车。
朱某是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
被执行人，
四年前，
驾驶摩托车撞伤了
刘某，法院判决朱某赔付原告刘某医
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共计人民币
34000 余元。判决生效后，朱某便“人
间蒸发”
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执行干警和腕上
沉甸甸的手铐，
朱某自知后果严重，
逃
无可逃，最终掏出手机乖乖地将全部
执行款汇入法院执行账户。
当天深夜 22 时，
吴兴法院
“执行破
难微信群”
中捷报再次传来，
“
‘老赖’
不
在，
但我们找到了他的豪车，
宝马 X6！
”
“这下执行线索有啦，
车在人就会出现。
”

顾福昌、唐霞：本院受理原告官建红诉被告顾福昌、唐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
14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30日（总第7396期）
李四毛：本院受理原告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303民初4750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陈昌胜、简秀玲：本院受理原告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孑然装饰
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工程设计工作室与被告陈昌胜、简秀玲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苏0509民初483号民事裁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定书。裁定书内容如下：本案按原告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孑然装饰
刘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黎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刘晓燕、
长治市
工程设计工作室撤诉处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恒庆晟物流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告送达本院（2017）晋0426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贾超宇：
本院受理原告郭梦琪与被告贾超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09民初180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
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
书内容如下：
本案按原告郭梦琪撤诉处理。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黎城县人民法院
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原笑波、
原书绅：
本院受理原告黎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原笑
杨继彬：本院受理原告刘丽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波、原书绅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 0509 民初 741 号民事
院（2017）晋0426民初3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黎城县人民法院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胡杰：本院受理原告黎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申胡杰、
包云峰、华健：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安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长治市恒庆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告江苏宏天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戴秀平、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晋 0426 民初 367 号民事判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211民初1676号民事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黎城县人民法院
王敏：本院受理原告宛荣星与被告王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屈帅：
本院受理原告黎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屈帅、
长治市恒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583 民初 14685
庆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告送达本院（2017）晋0426民初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山西]黎城县人民法院

公 告

果然，蹲守不久，
“老赖”张某正要
来开车时被执行干警逮个正着，人被
带走，
车也被开到了法院。
“刚作为执行申请人还没多久，法
院帮他执行到位 100 多万，现在 25 万
元的判决义务不履行，天天躲起了猫
猫。”曾承办张某申请执行案件的娄法
官气愤地说道。
原来，就在半年前，张某作为执行
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款拿到
后，张某买下了这辆越野宝马车；现
今，角色转换，自己成了被执行人，也
跟着耍起了“赖”
。
“对于其拒不履行的行为，我们严
惩不贷。”最终，张某被法院拘留十五
日，
其名下车辆也将被司法拍卖。
“夏日执行风暴”行动两天以来，
累计收到群众现场举报 23 次，控制被
执行人 39 人，拘留 7 人，腾退房产 11
处 2300 余平方米，扣押大型生产设备
1 套、车辆 3 台，促成执行完毕 9 件，实
际执行到位金额 143 万元。

上海昊客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四极化工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童晓宇、王晓霞：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沪 0115
民初938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刘玲、李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云2501民初
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18年7月30日10时至2018年7月31日10时止在马
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告
如下：一、拍卖标的：马鞍山市博望区紫金佳苑9-1102室住宅房产，不
动产权证号：B2015041910，B2015041911，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在层
数：11/11，建筑面积为：117.44㎡，用途：住宅。限购情况：按当地政策为
准。起拍价：62万元，保证金：6万元，增价幅度为：1000元。二、咨询看
样、竞买方式：竞买人请仔细阅读本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等拍卖信息（http://sf.taobao.com），并依照网上载明的方式联系
看样、报名参与竞买。公告内容以淘宝网公告为准。联系人：陈法官，王
法官；电话：0555-2370978。
[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
本院定于2018年7月30日10时至2018年7月31日10时止在马
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告
如下：一、拍卖标的：长沙市长沙县星沙镇星沙大道325号长沙碧桂园
湖光翠色一街21号栋全部独栋别墅房产，不动产权证号：713015057，
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在层数：1-3/3，建筑面积为：309.12㎡，竣工时间：
2007年7月，用途：住宅。限购情况：按当地政策为准。起拍价：690万元，
保证金：69万元，增价幅度为：1000元。二、咨询看样、竞买方式：竞买人
请仔细阅读本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拍卖信息（http:
//sf.taobao.com），并依照网上载明的方式联系看样、报名参与竞买。公
告内容以淘宝网公告为准。联系人：陈法官，王法官；电话：05552370978。
[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