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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为红土地的绿生态拉紧“警戒线”
张慧斌

作为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江西被誉为全国“最绿的省份”。而吉安

更是其中的翘楚。早在2015年，吉安就成为了全省唯一全境入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的设区

市，获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为守护这片青山绿水的金字招牌，吉安市两级法院围绕在打造美丽中

国“江西样板”上走在前列，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供坚

强的司法保障。

井冈山，满目皆绿，如诗如画。
已年逾花甲的张老汉是个井冈山

上一个手脚勤快的庄稼汉，想着在山
上种植油茶树增加点农副业收入，减
轻儿女负担。

去年夏天的一天，炙热如火，张老
汉像往常一样巡看自己种植的茶树。

“啪嗒”张老汉用打火机点上了一支
烟，悠然地吸着，未熄灭的烟头随手丢
在了山上。未曾想，却引发了山林火
灾，火势纵横近 20 亩。案发后，张老
汉经家属劝说主动投案。可面对年过
花甲、经济能力较差的张老汉，山火引
发的林木损失如何赔偿才能达到最好
的效果？

井冈山市人民法院法官前往现场
进行查看，开展现场调解，经法院主持
调解，张老汉与林场达成以绿地恢复代
替经济赔偿的协议，两年内对公益林进
行林木补栽、抚育。林场对法院“复绿
补种”的方法表示非常满意，放弃要求
张老汉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该院根据张老汉的自首情节和补
种协议，对其以失火罪从轻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使用复绿补种这种修复性司法
一方面实现了刑法的惩罚功能，另一
方面又能使受损害的资源得以尽快恢
复，也有利于被告人早日回归社
会。”审理该案的法官肖新华说。

“我们要保护好井冈山的绿水青
山，综合运用依法惩治、绿地修复、生
态补偿等方式，打好蓝天保卫战。”井
冈山法院院长陈井伟思路清晰。

井冈山法院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
裁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同
时积极探索绿地修复、生态补偿等方
式，不断创新司法机制，司法适用领域
从传统林业逐步延伸至土地、矿产等，
保障生态系统全领域保护。

井冈山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依托生
态旅游法庭驻守中心景区的核心优势，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办案模式，以生态旅
游法庭为中心，积极推动建立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环境
主管部门的联动调处机制，逐渐形成

“以人民法庭为主导，以巡回审判点为
枢纽，以驻村（社区）法官为基础，以司
法协理员为辅助”的环资审判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组织网络，采用就地调解、联
合调解、调解确认等方法，在行政村（社
区）聘任司法协理员106人，为化解涉生
态和旅游纠纷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为方便群众，我们实行生态旅
游审判 110 模式。”井冈山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春红介绍说，“老
百姓只需拨通诉讼服务热线，法官即
可根据案情需要，随时赶到纠纷事发
地，第一时间调处纠纷，让百姓能够
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诉讼成本、最
快捷的方式获得最好的司法服务。”

仅今年 1至 4月，井冈山法院就
通过摆摊普法、巡回审判、普法车巡
回宣讲等多种形式接待群众和接受法
律咨询 1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近千
份，培养辖区群众生态文明意识。

小雨滴落在江西省安福县武功山
林场的山坡上，一株株新植的树苗

“钉”进红土中，在风中显得尤为萧瑟。
“别看老周种的这些树现在这

样。等来年开春再来看，必定是绿油
油的一片，又是一块好山林。”武功山
林场的老王说。

在这片山坡上，还新立着一块牌
子———江西省安福县环境资源案件
生态修复示范基地。惩罚与修复并
重，这是吉安市两级法院司法护航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的生动实践。

启动创新链、拉紧警戒线、吹响改
革号……吉安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与决心，在保护吉安这块红土地绿
生态的答卷上落下铿锵有力之笔。

启动创新链
完善环境保护的司法新作为

吉安，被称为“樟树之乡”，境内状
若叶脉的河畔旁，一片片的古樟昂首
挺立，村前屋后也是香樟林立，因樟树
引发的犯罪屡禁不止。

年近七十的老周，身体硬朗，趁自
己还干得动，想在自己曾经开过荒的
地上种点金兰柚，增加点副业收入，不
曾想惹来牢狱之灾。

今年1月，因为滥伐四株香樟树，
老周因涉嫌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被检察院公诉到法院，一起被公诉
的还有老周请的砍伐工人陈某。清理
开荒山坡，引发牢狱之灾，这是老周意
想不到的；而通过补种复绿“将功赎
罪”，这是老周的又一个意想不到。

“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修复判
决案件中，很多当事人不懂法，主观恶
意不大，有能力也有意愿修复环境。”
该院首起环资案件生态修复判决主审
法官、安福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海洋介
绍。

近年来，吉安法院积极探索环境
资源保护创新机制，倡导刑罚惩罚的
同时，强调保护与修复优先的司法原
则。截至目前，峡江县法院、永丰县法
院、安福县法院、永新县法院都先后作
出了多起生态修复性判决或调解。永
丰县法院更是确定了一套详细的生态
修复判决细则，对盗伐林木犯罪，采取

“伐一补十”的方式对生态进行修复；
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则以放养
3000 尾以上鱼苗的方式进行修复。
在种植或放养中，司法、林业或渔业等
部门对种植或放养行为进行验收，确
保生态修复行为的实效。

修复性判决重在事后补救，属亡
羊补牢犹未晚，司法还需提前介入，
形成联动合力。为此，永丰县法院早
在 2016 年就着手推进“联动性环境
资源司法”制度建设，由地方政府或
政法委牵头，凡享有环境执法权的行
政部门与公检法系统共同参与，这一
机制在治理永丰非法采砂行动中成
效明显，该院与水利、国土、交通、公
安、检察等相关部门联动治砂，发挥

了关键作用。

拉紧警戒线
重拳惩处危害环境恶劣行为

在吉安的大街小巷，时常能听到
高音喇叭响亮地播放着“旧手机、旧电
脑换剪刀换盆”的吆喝声。而有人就
以此谋利，不惜以严重污染环境为代
价。

50岁的吉安县农民施某，做了一
辈子农民，总想找个来钱快的致富路，
过上光鲜体面的生活，没曾想却身陷
囹圄。

今年 1月 12日，因为私开电子垃
圾焚烧厂焚烧废旧电容物，被告人施
某和章某、朱某被吉安县人民法院以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20000元。

自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施
行以来，吉安市两级法院便加大了对
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司法助力
吉安绿色崛起成效明显。这些年，吉
安环境质量持续位居全省前列，被列
入“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司
法在其中增色不少。

出重拳，硬碰硬。2015年 12月 9
日，江西省首例大气污染渎职案在永丰
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永丰县环保局环
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某以涉嫌环境
监管失职罪受审，同堂受审的还有违规
排放工业废气的四个砖厂负责人，这在
当时轰动一时，此案也为以后法院办理
同类案件提供了经验。2017年至今，吉
安全市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282件，审结民事环境资源案件71件，
通报环境资源典型案例15起。

“健全环境法治体系，真正具备钢
牙利齿，需要环境司法的有力支撑。
而严惩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犯罪，是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应有之义。”2017
年12月26日，在全市法院环境审判工
作推进会上，吉安中院副院长张海峰
掷地有声。此次会议从建立联动机
制、推进生态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
依法审判等方面，要求各法院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对环境污染犯
罪的惩治力度。

“保持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高
压态势，惩处一个、威慑一方、教育一
片，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这是张海峰的愿景，也是
吉安法院人的心之所往。

推陈出新。今年 1月 16日，吉安
中院环境资源案件审理作出变革，实
现了民、刑、行“三审合一”，推进环境
资源审判专业化；4 月 17 日，又下发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吉安
篇章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意
见突出围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完善
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全面推进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健全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赔偿机制和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机制等。从建立环境执法联动

机制，到开辟环境资源案件绿色通道，
再到环境资源合议庭成立，再到“三审
合一”，吉安法院剑指环境资源犯罪，
不断出“实招”、用“重拳”，为吉安绿色
生态拉紧一条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吹响改革号
探索独具特色环资审判模式

江南初夏的阳光有些浓烈，空旷
的村委会院落内，陆陆续续有交头接
耳的农民进来，法官端坐在中间的座
椅上，一个硕大的法徽高悬在村委会
的大楼上。

“被告人陈某、方某、何某、曾某等
四人滥伐林木……”4月27日，峡江县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保护巡回法庭来到
福民乡方家村村委会大院审理一起滥
伐林木案。

“原来自家山上的树也砍不得。”
围观的村民恍然大悟。

这是吉安法院创新环境资源审
理的新模式———从坐堂办案到巡
回审理。

“环境资源保护，彰显历史担当，
也蕴含司法智慧。审理环境资源案
件，法官要沉下去，让法徽在吉安的山
山水水中闪耀。”吉安中院院长吕清泉
说。

观念一变天地宽。吉安法院环境
资源案件审理呈现出全新的模式，从
巡回法庭到“三定三快一重”生态审判
工作机制，吉安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模
式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雏形。

所谓“三定三快一重”，是井冈山
市生态旅游法庭———全省首个生态
旅游法庭的成功经验，即“定期”“定
点”“定人”，快立、快审、快结和注重调
解结案。随后，安福县法院成立武功
山景区巡回法庭，青原区法院成立东
固景区巡回法庭。

目前，全市法院有14个环境资源
审判团队，3 个景区生态环境巡回法
庭。仅2017年，全市法院巡回审理环
境资源案件 103 起，联动保护格局初
步形成。

其实早在2015年12月，吉安法院
就已着手探索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出
台了《关于服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和推进绿色崛起的若干意见》，把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建立生态环境审
判专家库等创新特色工作细化成 15
条具体意见，全面加强吉安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

思想再解放，创新再深入。2017年
以来，永丰县法院、吉水县法院等纷纷
依托其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的全覆
盖优势，建立涵盖环保、林业、农业、矿
产、水利等全县各行各业环境资源调解
人才库，为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和调解工
作提供司法决策参考和专业技术支撑。

在吉安这块红色土地上，司法正
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浓墨重彩地绘就
法治护航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全新
画卷。

井冈山：
巧审环资案 做好“守山人”

杨程捷

盛方奇 制图

吹响改革号
探索独具特色环资审判模式

启动创新链
完善环境保护的司法新作为

积极探索环境资源保护创新机制，倡导刑罚
惩罚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修复优先的司法原则

确定了一套详细的生态修复判决细则

吉安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呈现出全新的模式，
从巡回法庭到“三定三快一重”生态审判工作机
制，即“定期”“定点”“定人”，快立、快审、
快结和注重调解结案

全市法院有14个环境资源审判团队，3个景区
生态环境巡回法庭。仅2017年，全市法院巡回审理
环境资源案件103起，联动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拉紧警戒线
重拳惩处危害环境恶劣行为

从建立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到开辟环境资源
案件绿色通道，再到环境资源合议庭成立，再到

“三审合一”，吉安法院剑指环境资源犯罪，不断
出“实招”、用“重拳”，为吉安绿色生态拉紧一
条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2017年至今，吉安全市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犯
罪案件282件，审结民事环境资源案件71件，通
报环境资源典型案例1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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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刘远丽申请执行北京金
京茂商贸有限公司的案件中，刘远丽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
院经审查作出（2018）京0105执异437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执4353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
五万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
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刘远丽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7号执行裁定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之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僭：本院受理的刘远丽申请执行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
司的案件中，刘远丽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
（2018）京 0105 执异 437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 执
4353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五万
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申请
人（申请执行人）刘远丽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7号执行裁定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之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李雪征申请执行北京金
京茂商贸有限公司的案件中，李雪征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
院经审查作出（2018）京0105执异43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7）京
0105执7879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
五万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
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李雪征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8号执行裁定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之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僭：本院受理的李雪征申请执行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
司的案件中，李雪征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
（2018）京 0105 执异 438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7）京 0105 执
7879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五万
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申

请人（申请执行人）李雪征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8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
之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僭：本院受理的王晓燕申请执行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
司的案件中，王晓燕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
（2018）京 0105 执异 439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 执
16562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五万
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申请
人（申请执行人）王晓燕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9号执行裁定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之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王晓燕申请执行北京金
京茂商贸有限公司的案件中，王晓燕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
院经审查作出（2018）京0105执异439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执16562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
零五万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
加申请人（申请执行人）王晓燕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9号执行裁定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之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张莹申请执行北京金
京茂商贸有限公司的案件中，张莹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院
经审查作出（2018）京0105执异435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执1775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
零五万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
加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张莹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05执异435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
之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僭：本院受理的张莹申请执行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
的案件中，张莹申请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

（2018）京 0105 执异 435 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京 0105 执
1775号案件中，追加王僭为被执行人，在其未缴纳的一百零五万
元出资范围内与被执行人北京金京茂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追加申
请人（申请执行人）张莹履行清偿义务。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105执异 435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不提异议
之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张简仕煌：经查明，你未取得《台湾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
为顾客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你的行为违反了《台湾地区医师
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
有关规定，本委依法对你予以行政处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柳卫医罚〔2017〕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可到本委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柳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2月10日

原告黄奕诉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被告黄
毅清名誉权纠纷一案，因被告黄毅清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义务，依据原告黄奕申请，本院现将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自 2017年 4月 7日至 4月 11日期
间，在缺乏证据佐证情况下，黄毅清多次发布针对黄奕的微博，
内容涉及“如此毫无廉耻之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悔当初没
有把婚内出轨还抢别人老公的婊子狠狠把她抽一顿”等言论，意
在对黄奕名誉进行恶意贬损，并在缺乏证据情况下，虚构、暗示
黄奕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已构成对黄奕的侮辱、诽谤，
侵害了黄奕的名誉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如

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被告黄毅清在涉案微博首页
连续15日发布声明，向原告黄奕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本院审
核，若被告黄毅清逾期不履行，将依法承担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
法律责任，本院将依原告黄奕申请，选择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
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黄毅清负担）；二、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被告黄毅清向原告黄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
元及维权合理费用12500元，合计62500元；三、驳回原告黄奕的
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名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单伟
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
机 构 对 被 执 行 人 长 春 市 名 伦 实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名 下 吉
A8A549， 车 辆 型 号 FA6710，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B1Rf4498c8000595。被执行人邢伟名下吉 AMZ532，车辆型号
FA6500E，车辆识别代号 LB1WA5881B8014474。车辆价值进行
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 9时在本院 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之后 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
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 7 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应
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
议，在领取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
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
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
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
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 5日
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
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
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王宏智：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赵宇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
有关机构对被执行人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存放
于长春农商银行人民大街支行保险柜（33366/55588/55522/

55566）内的金属数量、重量、并对其进行价值评估。现向你们送达
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15
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们在选择鉴
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
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
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们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
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
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
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
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
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
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
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
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文立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吉林省中东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典当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
对被执行人文立佳名下所有奥迪牌吉AE2502号牌，车辆价值进
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 9时在本院 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之后 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
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 7 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应
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
议，在领取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
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
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
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
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 5日
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
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
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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