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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周凌云 吴 俭）当初爽快地在
保证合同上签了字成为借款担保人，
如今在借款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却拒
绝履行担保义务，对法院的生效判决
也是置若罔闻。近日，浙江省江山市
人民法院抓获了去宾馆登记住宿的被
执行人王某，督促他全额履行了担保
义务，同时还送达了一份罚款决定
书。

2016 年 12 月初，郑某向江山某
商业银行申请借款7万元，并由妻子
潘某以及朋友王某作为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人。银行审批后，向郑某发放了
一年期的贷款7万元。贷款期限届满

后，郑某仅归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
截至2018年3月5日尚欠2万余元本
金及相应利息。借款人未还款，担保
人也未履行义务，银行便向江山法院
提起了诉讼。

开庭时，借款人郑某未到庭，担
保人潘某、王某均到庭了，对银行起
诉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还款却只字不
提。

“当初之所以给借款人发放贷
款，也是看中担保人王某的信用资质
不错。”银行的代理人小吴表示。

6 月 5 日，银行没有收到还款，
便向江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
法官查明，借款人郑某夫妇负债较

多，且去向不明、无法联系，唯有在湖
州做生意的担保人王某具备履行能力。
可是，执行法官每次打电话都被拒接，
三番五次的短信督促提醒，王某一直没
有任何音讯。

除了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之外，执行法官还启动了
与公安机关的网上布控联动机制。7月
19 日晚上 9 时 30 分，执行法官接到了
江山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电话，告
知提交布控的被执行人王某在登记住
宿时被成功抓获。

“家里的新房子装修不能住，我和
家人就打算去宾馆住，没想到还被抓
了。”王某懊恼不已。

“借款人跟我说他会处理好的，让
我不用管，所以法院的电话和短信我都
没搭理。”当被问及明明有能力为何不
履行担保义务时，王某解释道。

奇葩的理由，“雷”到了在场的执
行法官和银行代理人。执行法官只能先
给王某及其到场的家属“普法”，耐心
释明担保法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并告
知履行后可以依法向借款人行使追偿
权。

“法官，我错了，马上还钱。”慑于
法律的威严，当晚 11 时许，王某的儿
子代为履行了全部本金及利息，并为逃
避、拖延执行的行为付出了罚款500元
的额外代价。

“法官，我错了，马上还钱。”
担保人拒不履行担保义务被罚款

四处举债后他向菩萨“借”钱
福建沙县一寺庙会计挪用80万元被判刑

本报讯 “分数不重要，有钱就能
帮你上大学”“我认识教育部官员，有
内部招生名额”……又到一年录取季，
家长们要当心了，一些不法分子声称能

“走后门”上大学，少数家长信以为
真，成为了骗子眼中的“肥羊”。

近日，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涉高考录取财产纠纷案，被
告人张某骗得 11.2 万元被判有期徒刑
三年，并被责令继续退赔未退赃款6.2
万元。

2017 年，如皋市民李某的女儿琳
琳（化名）参加高考后不幸落榜，一家
人为此焦虑万分。一次偶然的机会，李
某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南京的如
皋人张某。

张某称他认识某警校管招生的黄某
等人，分数无所谓，只要舍得花钱，就
可以弄到警校内部招生指标。随后，张
某以有渠道帮助琳琳上警校、需请客送

礼等理由，要求李某汇款。李某先后直
接或通过他人给张某打款 11 次、共
16.2万元。然而，一直到新学期开学，
李某仍未等来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方知
上当受骗。

今年5月，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以被
告人张某涉嫌诈骗罪向如皋法院提起公
诉。

如皋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间，在中间人黄某
等人明确表示李某的女儿无法上警校的
情况下，仍先后9次以帮助联系上警校
等理由实施诈骗，骗得被害人李某11.2

万元。案发后，张某的父亲代为退赃5
万元。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
律，构成诈骗罪，遂判处被告人张某有
期徒刑三年，并责令被告人张某继续退
赔未退赃款6.2万元。

“除了国家和省内规定的特殊照顾
政策，任何人都不能在高校招生中享
有特权，因此任何个人说自己手中有
招生计划和名额都是不可信的。”承办
法官提醒，国家统招高等院校没有任
何“内部名额”招生或入学后补录的
政策，每名学生都是由省教育主管部
门统一在网上录取，各个环节均有严格
的审核程序，希望广大考生家长一定要
提高警惕，管好自己的钱包，谨防上当
受骗。

（张 健 古 林）

只要舍得花钱就能上警校？
骗子骗走学生家长11万元领刑三年

本报讯 （记者 梅贤明 通讯
员 郑锦利）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涉
嫌挪用资金罪的被告人邓某为自己辩
解：“我挪用这钱的时候问过菩萨了，
菩萨说可以拿！”一席话把在场的人都
惊呆了。这是近日福建省沙县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上演的荒唐一幕。据悉，
邓某曾在沙县某寺庙任会计，为偿还
高额的民间借贷，利用职务便利多次
私盖公章给自己开支票，总计挪用资
金80万余元。被告人邓某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沙县青州镇的邓某是个虔诚的信
徒，他经常到居家附近的寺庙上香，一
来二去，便和寺庙里的管理人员熟络
起来。1999 年，寺庙在沙县宗教局批
准注册成立之后，由几个理事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推选邓某担任会计。因该
寺庙是民间信众自发组建的机构，经
信众筹备组口头推选出法人代表、会
计、出纳等管理人员，所以并没有相关
聘书和任命等文件，邓某的这个“半路
出家”的会计也只是个义务工。

一晃十年，寺内香火不断，邓某的
生活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因给他人担
保，邓某背负了一身债务。由于无力偿
还民间借贷及银行贷款，他只好借起
了高利贷。谁知，借高利贷不仅没能解
决问题，反而雪上加霜。眼看债务像滚
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经无处可借的
邓某打起了寺庙内集体资金的主意。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邓某并没有
马上挪用资金，而是先到菩萨面前请

愿，向菩萨诉说了自己的情况，并问菩
萨是否可以先挪用寺庙的钱来还债，
等以后有钱了再归还。说完诉求后，邓
某开始求签，竟得到了一支“上上签”。
于是邓某一厢情愿地认为挪用资金一
事已经得到了菩萨的“许可”。

此后，邓某开始利用职务之便，
多次通过填写由他保管的现金支票，
加盖由他保管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
章等方式挪用寺庙资金，从几千元到
几万元不等。并用这个“菩萨许可
过”的钱还贷、购买彩票，希望菩萨
能保佑其中大奖，以便于自己能早日
还清债务，补齐资金亏空。

就这样，200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1 年 4 月 14 日期间，邓某利用职
务之便，陆续将该寺庙存在沙县信用
社账户内的 813000 元挪归个人使
用。之后，寺庙的账户亏空被发现，
邓某出逃。2017 年 11 月 9 日，外逃
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邓某被沙县公安局
民警抓获归案，到案后，邓某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沙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邓
某利用担任该寺庙会计职务上的便
利，挪用寺庙资金 813000 元归其个
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
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综合
考虑被告人邓某犯罪的性质、情节、
危害结果及悔罪表现，判决被告人邓
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零三个月；继续追缴被告人邓某违法
所得801000元，发还被害人。

■法官说法■
生活中，有不少和本案中邓某想

法一样的人，误以为利用职务之便
“借”单位资金用一段时间，只要还
回去就没有什么影响，其实这种行为
已经涉嫌挪用资金罪。

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
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
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
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

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本案中，邓某用一个荒唐的借

口，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挪用集体资
金，骗得了自己却骗不了别人，更逃
不过法律的制裁。

法官提醒大家，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切勿为了一时贪念以身试法，
一旦触碰底线违反其相关规定必将
受到严厉的处罚。此外，宗教活动
场所无论是作为社会团体还是捐助法
人，都有必要学法、懂法、守法、用
法。应当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财务管理
制度，像企业一样严格按程序规范
操作。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赵 杨 李 洪） 一男子醉酒驾
驶机动车被查获，取保候审期间不
思悔改，又因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被
判处实刑。近日，湖南省吉首市人
民法院对一起危险驾驶案进行公开
宣判，被告人田某因犯危险驾驶
罪，被依法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

2017 年 4 月 26 日 21 时许，被告
人田某酒后驾驶一辆福特牌 SUV，
行驶至武陵山大剧院外路段时被交警
抓获。经抽血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
量为 85.1036mg/100ml。田某于 2017
年 5 月 9 日被吉首市公安局取保候
审，并吊销驾驶证。在取保候审期
间，被告人田某于2017年12月29日

15 时许，再次酒后无证驾驶江铃牌
SUV，从吉首市乾州世纪山水往吉凤
工业园方向行驶，在行驶至水云天住
宅小区外路段时，追尾碰撞他人车
辆。经吉首市交警队认定，田某承担
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检测，
田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7.4666mg/
100ml。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田某在
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
成危险驾驶罪。田某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被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
再次危险驾驶，酌情对其从重处
罚。田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行为，当庭认罪悔罪并给交通
事故受害人进行赔偿取得谅解，酌予
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醉驾取保候审再醉驾
男子犯危险驾驶罪被拘役五个月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六安 7月 24 日电 今天，
被执行人王某的妻子从外地赶到安徽
省霍邱县人民法院，在见到执行法官
后，王某的妻子主动将随身带来的
17万元现金交到法官面前。

2015 年，王某因承包工程从周
某处购买模板、方木，双方签订了购
销合同书，合同到期后，王某一直以

工程款未结算为由拒绝支付货款。为
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周某依法向
霍邱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法院依
法 判 决 王 某 支 付 周 某 货 款 278320
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未履行还款义
务，周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王某依然以工
程款未结算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而通过调查，执行法官了解到王某在外
地承包多处工地，收入不菲。鉴于王某
有能力而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执
行法官决定对王某实施拘留措施。2018
年7月15日凌晨，根据可靠线索，霍邱
法院执行法官成功在马鞍山市某宾馆内
将王某拘留。

王某被拘之后，执行法官依法对其

随身财物进行搜查，并当场搜出现金
14100元，浪琴手表一块，执行法官依
法告知王某，若不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将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外闯
荡多年的王某明白执行法官的话不是儿
戏，王某当即联系家人筹钱。7月24日
上午，王某被拘的第九天，其妻主动带
着 17 万元现金来到霍邱法院。在执行
法官的主持下，申请执行人周某与被执
行人王某达成和解，加上随身被扣的现
金，王某首批给付欠款 18 万元，余下
款项于 2018 年年底付清。随后王某的
妻子主动将 18 万元现金交给周某，案
件也随之告一段落。

（刘树何）

“老赖”欠货款三年未付
被拘第九日妻子拎来17万元现金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李 拼 张慧子）被告人闫某欠
钱两年不还，在缓刑考验期内拒不履
行生效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还将
银行存款转移。近日，安徽省利辛
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闫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三个
月，对其因犯故意伤害罪所判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撤销其缓
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六个月。
2015 年 12 月，闫某在谭某处购

买地板砖欠款 8973 元，又向谭某借
款 1000 元，出具欠条共计欠款 9973
元，承诺四个月还清。闫某逾期未
还，经多次催要未果后，谭某诉至利
辛法院。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闫某承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还清欠款。然而，
闫某将民事调解书当作一纸空文，再

次逾期拒不还款。
今年2月1日，谭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人员经网络查询闫某银行
账户，发现存款 3400 元；当即与闫某
联系，敦促其依法履行义务，并告知拒
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严重后
果。闫某却转移财产，拒不还款。

5月15日，谭某以闫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向利辛法院提起自诉。
利辛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闫

某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尚在缓刑考验期内。法院决定对闫某采
取逮捕的强制措施。被捕后，闫某亲属
代其向自诉人谭某履行了还款义务，并
取得谅解。

庭审中，被告人闫某辩解存款
3400 元是向别人借来过年用的，自己
没有拒不执行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闫某对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
罪，依法应撤销缓刑，与新犯之罪数罪
并罚。鉴于被告人到案后其亲属已代其
履行还款义务，并取得自诉人谅解，依
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缓刑期不还欠款 数罪并罚进监狱

安徽利辛一被告人拒不履行小标的获刑

驾车不是儿戏，酒后别当司机。酒
驾认定标准与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
系，酒驾入刑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20mg/
100ml，小于 80mg/100ml 属于饮酒后
驾车；发现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
含量大于或等于 80mg/100ml 属于醉
酒后驾车，立即抽血复检，确定还是超
标时，予以刑事立案，入刑没商量！

■法官说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5日（总第7421期）

本院受理耿璐瑶申请宣告公民申树死亡一案，于 2017年 7
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仍下落不明，本
案已审理终结。并于依法作出(2017)京0115民特34号判决书，宣
告申树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伯祥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孙惠兰死亡一
案，于 2017年 6月 9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
年6月11日依法作出（2017）辽0411民特24号判决书，宣告孙惠
兰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木珍、李木兴申请宣
告陈成燕、李炳生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木珍、李木兴称，申请人的母亲陈
成燕及弟弟李炳生于1997年离家外出至今未归，从1997年至今下落
不明已满2年。下落不明人陈成燕、李炳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陈成燕、李炳生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成燕、李炳生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成燕、李
炳生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伍文艺申请宣告伍
中运死亡一案。伍忠杰（系申请人伍文艺的儿子）称，被申请人伍
中运（男，1982年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飞
鹅二路河边巷36号）因下落不明已报辖区派出所于2013年12月
13日注销户籍信息。下落不明人伍中运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不明人伍中运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伍中运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伍中运的
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覃秀荣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冯世田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冯世田，男，195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长塘镇长塘村二组16号，公民身份
证号450211195207150812。于2014年5月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被申请人应当在公告期
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所知道情况
向本院报告。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程申请宣告孟庆娇
失踪一案。申请人王程称，于2011年7月左右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孟庆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孟庆娇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孟庆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孟庆娇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秦天佑、秦天翼申请宣
告李冬梅失踪一案。申请人秦天佑、秦天翼称，其母李冬梅于2016年5
月离家出走，至今仍无音讯，故申请法院宣告李冬梅失踪。下落不明人
李冬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冬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李冬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李冬梅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彤彤申请宣告夏海彦失踪一案，经查：夏海彦，
女，公民身份证号232302196004044117，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夏海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
告夏海彦失踪。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贵平申请宣告吴
贵太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吴贵太（男，汉族，1949年 10
月5日出生)于1982年离家出走，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吴贵太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吴贵太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贵太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贵太情况，向本院报
告。 [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4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玄哲申请宣告玄
南学死亡一案。申请人玄哲称，1990 年因工作需要，其父亲玄
南学被单位派往珠海工作，1992 年年底回原籍探亲，1994 年 3
月左右离开原籍回珠海工作，1994 年 8 月至今无任何消息。下
落不明人玄南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玄南学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玄南学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玄南学情况，向本院报
告。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封舟申请宣告周梅秀
死亡一案。申请人封舟称，申请人封舟与下落不明人周梅秀系母子

关系。下落不明人周梅秀于2000年5月16日从长沙市雨花区阿弥
岭一片7栋3门406房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周梅秀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周梅秀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
梅秀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周梅秀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长根申请宣告张保花失踪一案，经查：张保花，
女，199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万谷村
547号，身份证号码：430626199011135822，于2012年2月15日起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保花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决。 [湖南]平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成龙申请宣告赵雄飞
死亡一案。申请人赵成龙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父子关系，被申请人
赵雄飞自2011年外出后下落不明。申请人及其家人通过报警、向被申
请人住所地村委会求助等方式均无法得知被申请人下落。下落不明人
赵雄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雄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赵雄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赵雄飞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爱一申请宣告高华余失踪一案，经查，高华余，男，
1990年11月5日出生，1993年5月其母马瑞兰抱着刚满三岁的高
华余走失，高华余未落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望高华余本人即日起向敦化市人民法院申报其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高华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其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敦化市人民法院报告。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吉林]敦化市人民法院

何春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凤

城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不在居住地居住，下落不明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答辩状、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山西]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靖边县凯怡工贸有限公司、张靖梅、任宏章、王丽、宋胜军、高
立华、张兴旺、王靖好：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
县支行诉靖边县凯怡工贸有限公司、张靖梅、任宏章、王丽、宋胜
军、高立华、张兴旺、王浩宇、王靖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书等。原告请求判
决被告一靖边凯怡工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900万元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靖边县佳贝钻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白启雄、张小娟、何志
飞、王晓梅、祁健洲、孔令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靖边支行诉靖边县佳贝钻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白启雄、张
小娟、何志飞、王晓梅、祁健洲、孔令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书等。原告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佳贝钻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950
万元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榆林市凯怡商贸有限公司、榆林市中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赵爱军、丁明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靖边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直
接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书、司法公开告知书等。
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偿还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本金壹仟万元及
2014年 7月 14日的借款本金壹仟万元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晓琳、林娜、陈杰、上海至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王英、吴
超、陈明喜、陈建灼、汤细月、上海宁冶物资有限公司、上海拓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沪0106民初1549号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被告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现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海市康定路1097号）第六法庭（307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王凯星、吴雨奋：本院受理原告王永兰诉王凯星、吴雨奋、阳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第三人赵明科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18）川1423民初934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王永兰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三被告
共同承担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375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洪雅县人民法院

李秀英、葛鑫、葛阳：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常跃先申请执行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冀1128执
333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申报财产令、选择价格评估机构
通知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在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
行（2016）冀1128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书面向本
院明确是否继承葛宪贵名下遗产（葛宪贵系李秀英之夫、已死亡）。
如逾期不履行，也不表明对葛宪贵名下财产的继承意见，本院将依
法对你们及葛宪贵名下的财产进行价格评估、拍卖。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2个星期的星期五上午10时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辅助室选择价格评估机构。 [河北]阜城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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