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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1日（总第7407期）

本院根据郭炳军的申请于 2018年 7月 3日裁定受理安徽省
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5日
指定安徽振信律师事务所为安徽省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管理人。安徽省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向安徽省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1号望江综合楼501室安
徽振信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孙焱维18726394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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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省辉煌照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 [安徽]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东莞市锦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受理申请人东
莞市友翊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东莞市锦恒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粤1973
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了该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地址：东
莞市南城区会展北路东莞会展国际大酒店三楼；联系电话：0769-
22506325；传真：0769-22502111；联系人：刘秀英律师，电话：
13712592779）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东莞市锦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沈富强的申请，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作出
（2018）湘0304破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湖南弘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广云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通讯地址：湘潭市雨湖
区广云路603号，联系人：成妙，联系电话：13807329263】。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处理。（债务人的企业名称）湖南弘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0月12日9时30分在（会议地点）本院
106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应
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法院认为应说明的其他情况）债权人系
自然人则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因吴江市震堰球铁铸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
现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 6月 26日裁定终结吴江市震
堰球铁铸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德拉根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2月6
日作出（2016）沪0118破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中加电
炉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管理人（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8楼；邮政编码：200002；联
系电话：13601844724；联系人：蒋雪莲）。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中加
电炉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27日10时在第五法庭召
开。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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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8年1月3日，本院根据上海甲力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上海显鹏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上海显鹏印刷器
材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未接管到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被
申请人无财产可供分配。鉴于上海显鹏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8日裁定宣告上海显鹏
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2018年1月3日，本院根据上海甲力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上海显鹏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管理人
未接管到任何财产、账册，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上

海显鹏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目前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应依
法终结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8日裁定终结上海显鹏印
刷器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16日，本院根据债权人虞康的申请，裁定受理上
海农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上海农旅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名下可供清偿的财产共计 800
元，截至 2018年6月19日本案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22,200元，
债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
院认为，根据债务人的财产清理情况以及破产费用支出情况，债务
人的财产确已不能清偿破产费用，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终结上海
农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7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破产管理人
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
2003年12月31日，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资产总额0元，负债总额
2395224.33元。本院认为，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案件。鉴于天
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7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破产并终结天津市华夏水泥经
销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自行车钢珠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2日裁
定受理天津市自行车钢珠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司贵达清算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天津市自行车钢珠厂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9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39号，联系电话：022-
273155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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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自行车钢珠

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9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南
开区保山道108号）第32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要
提交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7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西青公
司破产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西青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04年12月31日，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供销
公司西青公司资产总额0元，负债总额860585.11元。本院认为，天津市
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西青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案件。鉴于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供销
公司西青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裁定宣告天
津市建筑材料工业供销公司西青公司破产并终结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
供销公司西青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自行车钢材改制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2
日裁定受理天津市自行车钢材改制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司贵
达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天津市自行车钢材改制厂债权人应在
2018年10月9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39号，联系
电话：022-273155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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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自行车钢材改制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9时40分
在本院（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108号）第32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授权
代理人参加的，还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因常山天蚕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
规定，本院于 2018年 6月 28日裁定终结常山天蚕纺织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裁定受理杭州协力服饰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78531748-8，以下简称“协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年6月
26日指定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协力公司管理人。协力

公司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杭
州市萧山区江寺路107号；联系人：陈昕；联系电话：13867160863；电
子邮箱：303656753@qq.com；债权申报文本格式下载地址：https://
share.weiyun.com/5IB0a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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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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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8月24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十八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浙江万欣印业有限公司和
解一案，现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本院定于2018年7月27日9时在庆元县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地址：浙江省庆元县濛洲街道濛洲街199号）召开
浙江万欣印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为债权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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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庆元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武钢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
（2018）沪0110强清1号裁定书，裁定受理武钢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上海
武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联系人：宗相和，联系电话：
021-23235959，上海武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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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泄愤捅刺学生致9死多伤

榆林被告人赵泽伟一审被判死刑

图为庭审现场。 班雄虎 摄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为躲避法院执行，将自
己经营的砖厂租给他人，并更换联系
方式，背井离乡后，被公安机关网上通
缉，最终还是被抓获。7月9日，河南
省济源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
个月。

田某与王某、陈某、孔某因合伙经

营砖厂产生纠纷，济源法院于2011年6
月27日作出判决，判决田某在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王某、陈某、孔某 176495
元。判决生效后，田某未主动履行判决
确定的义务，王某等三人于2011年11月
17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
程中，济源法院依法向田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通知田某在指定期限内履行判

决确定的义务并向济源法院如实申报财
产情况。济源法院于2011年11月21日
作出裁定书，裁定查封田某所有的铲车
一辆，后田某同意他人将铲车开走，并折
抵了田某所欠他人款项。2012 年田某
又将自己经营的砖厂出租给他人，得到
租金数万元及价值数万元的砖，但未用
于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2013年3

月13日，济源法院因田某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对其实施司法
拘留。拘留后，田某仍不履行，还离开
了济源到外地打工，并更换了联系方
式，逃避执行。随后田某因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济源市公安机关
网上通缉，2017 年 4 月 2 日被西安铁
路公安处华山站派出所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田某对生效的
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田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且履行了部分执行款项，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常晓山）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
新会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执行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梁某开出 1000 元的罚
单。在申请执行过程中，梁某违反法
律规定向法院虚假陈述，妨碍案件的
执行，最终自食苦果。

2016 年，李女士向新会区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其与梁某离
婚。经法院调解，双方解除婚姻关
系，婚生儿子由前夫梁某抚养，李女
士每月定期支付抚养费800元。

今年5月，梁某声称前妻至今未

支付过抚养费，并以前妻拒不支付抚养
费2万余元为由申请执行，新会区法院
予以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李女士对通知要求
其履行的债务数额提出异议，并提交汇
款凭证等材料，表示其在2016年3月至
2017年12月期间均已履行支付抚养费
义务。

李女士同时表示，因为再婚后二胎
导致经济困难，今年前5个月未汇款，
但未支付的抚养费仅是4000元。

审核李女士所提交材料后，执行法

官通知梁某到法院接受调查。面对法官
的询问，梁某矢口否认，并坚持自己的
说法。在得知虚假陈述、妨碍执行将承
担的法律后果，梁某承认其明知前妻拖
欠的债务数额仅为几千元，但为了可以
获得更多不当执行款而恶意申报债权数
额。

经查证核实，执行法官对梁某予以
训诫，告知其行为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
合法利益，还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以及
法院执行的公信力。梁某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并当即作出书面检讨。

法院认为，梁某的认错及检讨不
足以改变其已妨碍案件执行、扰乱法
院执行秩序的违法事实。综合考虑，
法院依法对梁某处以罚款 1000 元的
处罚，梁某对此不存异议。李女士也
在执行法官的训诫下，自觉履行了债
务。 （黄海磊 楼慧琴）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张建芳 王 伦）江西人徐某为
逃避执行，与妻子采取假离婚方式，
转移其名下房产，最终“聪明反被聪
明误”。近日，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
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徐某
有期徒刑十个月。

李某长期为徐某实际经营的永嘉
县江北某公司供货，生意合作期间，
江北某公司欠李某货款，未能按期归
还。2015年9月，永嘉法院判决江北

某公司支付李某货款53.9万元，判决生
效后，该公司仍不予支付。

2015 年 11 月，李某向永嘉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依申请人李某
申请，法院将公司实际经营者徐某追加
为被执行人，并查封了一处徐某和妻子
共同所有的位于江西省鄱阳县城一套房
产。2016年5月，被执行人徐某与申请
人李某达成分期还款协议，在支付第一
期货款5万元后，申请人李某同意解除
被执行人徐某和其妻子名下共同所有的

房产，法院随即对该房产予以解封。
解封后，徐某没有按照和解协议继

续履行，却动起了转移房产逃避执行的
歪念头。鉴于房产在江西鄱阳，以为执
行法官鞭长莫及，心存侥幸的被执行人
徐某于2016年8月与其妻子达成假离婚
协议，将上述房产转移至其妻子名下，
归其个人所有。被执行人徐某自以为一
切天衣无缝，不用再继续履行在永嘉法
院的执行案件，多次对执行法官的督促
履行以无能力履行为由推脱抗拒。

为此，执行法官再次发起对被执
行人徐某名下财产的查询，发现徐某
名下房产已不知所踪。这引起了执行
法官深思，多年办案经验使其觉得该
案存在蹊跷。经多方调查取证，执行
法官调查该房产转移路径，初步掌握
被执行人转移房产证据，整理案件材
料移送公安机关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立案侦查。

徐某对犯罪事实全部予以承认。
“我当时想着这笔债务实在太大难以
还清，名下这房子实在不想被拍卖，
就动起了假离婚的歪念头。”被告人
徐某在法庭上悔不当初。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构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假离婚转移名下房产
被告人因拒执罪获刑十个月

法院执行不是儿戏，申请执行
人、被执行人均有法定义务配合法院
的执行工作。任何为了个人私利不遵
守诚实守信原则、扰乱执行秩序的违
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
任。

■法官提醒■

本报广州7月10日电 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黄柏青受
贿案进行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
告人黄柏青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500万元，受贿所得财物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14
年，被告人黄柏青先后利用担任广东
省惠州市外经贸委主任、惠州市政府
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及广东省水利厅
副厅长、厅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
地产项目开发、水利工程承包、工作调
动、职务升迁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其儿子黄晖（另案处理）非法收
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人民币 5934 万余元、港币 2561 万余

元、美元0.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柏青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黄柏青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
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
或减轻处罚；黄柏青归案后认罪态度
好，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
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大部分受贿
所得，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情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政协委员、新闻记者、有关单位
代表、被告人家属及各界群众代表
30余人旁听了宣判。

（黄胜龙 马 英）

本报讯 婚庆公司在其经营场
所擅自播放他人婚礼视频构成肖像权
侵害，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上海某婚庆公
司停止对原告李某肖像权的侵害，以
书面形式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1万元。

2016年7月1日，李某与上海某
婚庆公司签订相关婚庆服务合同，由
该婚庆公司为其提供婚礼策划、摄像
摄影、化妆司仪、婚宴菜肴等一站式
服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服务质
量问题，双方曾产生矛盾纠纷。

据李某在法庭上陈述，2017年3
月 17 日晚，自己接到一朋友来电，
告知上述婚庆公司在其营业场所公开
反复播放自己结婚的视频。李某认
为，该婚庆公司未经其许可，以营利
为目的，将其结婚视频用作广告宣
传，扩散自己的肖像和隐私，并殃及
和伤害其亲戚朋友人身安全，对其造
成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

李某遂与该婚庆公司交涉，因双
方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为此李某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判令婚庆公司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礼道歉；赔偿
其侵犯肖像权损失费 30 万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8万元。

被告婚庆公司认为，李某无法证
明其播放过李某的结婚视频。公司流
程规定如果需要新人的视频或者照片
进行宣传，会与新人签订肖像权使用
协议书。另李某不能证明侵权人的过
错程度和手段，更不能证明侵权后果
和其公司获利情况，故其公司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肖像
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其肖像。被告婚庆公司未经原
告李某同意，在其经营活动中擅自使
用李某肖像，侵犯了李某的肖像权，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现李某要求婚庆公司停止侵权行
为并赔礼道歉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
持；对于李某要求婚庆公司赔偿其侵
犯肖像权损失费 30 万元的诉请，因
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婚庆公司的侵
权行为对其造成了相应的财产损失，
故对李某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李某要求婚庆公司赔偿其精神损
害抚慰金8万元的诉请，综合考虑婚
庆公司的过错程度和侵权手段、场
合、行为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因
素，法院酌定其赔偿李某精神损害抚
慰金1万元。

（富心振）

擅自播放他人婚礼视频做宣传

婚庆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没收来的网拍保证金 抵押权人能否优先受偿？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王 翠 王建华）设定有抵押权
的房屋在第一次网络拍卖中以450万
余元价格成交，但买受人在拍卖成交
后却悔拍，对于其所交的 33 万元拍
卖保证金，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提出优
先受偿，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
法院审结这起王某申请执行赵某借款
合同纠纷案，王某请求优先受偿 33
万元拍卖保证金诉求依法未获支持，
在 支 付 拍 卖 、 评 估 费 用 后 所 剩
317500 元，被决定用于冲抵本案被
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
被执行人的债务。

原来被执行人赵某位于成都市内
的一套房屋设定抵押权，登记的第
一、二顺位抵押权人均为某银行成都
分行，该抵押权及其涉及的债权已转
让给申请执行人王某并在青羊区法院
判决中得以确认；登记第三顺位抵押
权人为吴某。

因青羊区法院判决已确认王某享
有赵某上述房屋拍卖、变买后价款的

优先受偿权，后因赵某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认的义务，王某与另一债权
人先后向青羊区法院申请执行，青羊
区法院随后启动网络拍卖程序。

2017年4月，第一次拍卖买受人
在拍卖成交后悔拍，青羊区法院依法
没收拍卖保证金33万元，当年7月，
该房屋以514万余元的价格再次拍卖
成交。

截止拍卖日止，王某应优先受偿
的本息应为531万余元，而拍卖价款
为 514 万余元，不足以偿付王某本
息。王某认为，其系拍卖房屋的抵押
权人，对 33 万元拍卖保证金应享有
优先受偿权。

青羊区法院认为，再次拍卖价格
高于第一次拍卖价格，不存在补差问
题，因此依照相关规定，33 万元拍
卖保证金在支付相关拍卖所支费用
后，应用于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
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
务。因王某作为第一、二顺位抵押权
人，其优先受偿金额高于再次拍卖金
额，故该拍卖金额全部支付给王某。

真 逃 债 出 租 自 营 砖 厂
被告人因拒执罪获刑一年零六个月

二十年间非法收受财物数千万

广东水利厅原厅长一审获刑15年

本报榆林7月10日电 （记者 贾
明会 通讯员 满德利 张 娅）今天
上午9时，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赵泽伟故意杀人一
案。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法院依法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赵泽
伟进行辩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泽伟因
工作、生活不顺而心生怨恨，自认为系
米脂县第三中学就读初中时受同学嘲
笑致其心理受挫所致，遂对初中同学
产生报复泄愤恶念。2018年3月底至4
月初，赵泽伟先后在网上购买刀具五
把，预谋作案。因未找寻到同学，赵
泽伟将报复目标转为米脂三中在读学
生。2018 年 4 月 27 日 17 时许，被告人
赵泽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三把刀具，
行至米脂县北门洞附近等候米脂三中
学生放学。18时14分，米脂三中学生
放学后涌入北门洞东侧的城隍庙巷，
被告人赵泽伟掏出事先准备的匕首，
迎面冲入学生人流中，自西向东对途

经的学生进行疯狂捅刺，致豆某等九
人死亡；姬某等四人重伤；姜某等七
人轻伤；刘某在避险中致右足骨折为
轻微伤。赵泽伟被闻讯赶来的三中教
师、保安、学生制服，并移交出警公安
人员。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法庭审理，法庭
休庭后，由三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
组成的七人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评议，
经报榆林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
定，法庭恢复开庭后当庭予以宣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泽伟犯
罪动机卑劣、犯罪目标明确，杀人手段
特别凶残，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
害性巨大。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
定，以被告人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泽伟当
庭表示上诉。

被害人家属、当地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媒体记者以及其他群众等近百人
参加了旁听。

申请执行陈述虚假 自食其果被罚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