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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执行期间将房产变卖款挪作他用
成都一“老赖”犯拒执罪获刑六个月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陈 睿 罗文碧） 9 月 20 日，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一起在案件执行中变卖
房产款项挪作他用的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案，并当庭宣判，被
告人王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

2012 年，王某及其前妻因公司
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向龚某、何某

分别借款 15 万余元、11 万元。2014
年，龚某、何某向龙泉驿区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王某等人立即归还欠
款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龚
某、何某于 2015 年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之后王某的前妻陆续归还了
龚某 10 万余元，但王某在收到法院
的执行通知书后，经法院多方通知
均未到法院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2016 年，王某还将其名下的一安置

房予以变卖，并将实际所得 183800 元
全部挪作他用，未履行判决确定的还
款义务。去年8月，龙泉驿区法院根据
线索强制执行让王某解除购房合同退
还款项，并分别分配给龚某、何某各
近 4 万元。截至目前，王某尚欠龚某
1.8 万余元、何某 7.1 万余元及相应利
息。

今年6月，龙泉驿区法院将王某涉
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当地公安机关，次月

30日，王某被抓获归案。
龙泉驿区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

某无视国家法律，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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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系初犯，在该案宣判前履行了部
分执行义务，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履行
协议，取得申请执行人的谅解等情节，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拒付精神抚慰金抚养费等
沁阳一“老赖”被判罚金5000元

本报讯 王某的小型客车每天不
停营运，收入算来倒也不少，但就是
不愿支付丈夫的精神抚慰金、孩子的
抚养费，不愿返还彩礼。近日，河南
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对李某提起的刑事
自诉案作出判决，以被告人王某犯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罚金

5000元。
自诉人李某与被告人王某离婚

纠纷一案，沁阳法院在 2016 年年底
作出判决，判决被告人王某支付自
诉人李某精神抚慰金、抚养费、彩
礼等各项经济损失 7.8万元，判决逾
期生效后，被告人王某未履行判决

义务。自诉人于 2017 年 4 月向沁阳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告
人王某逃避执行，拒不履行判决义
务。被告人王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
行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自诉人李某要求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追究被告人王某的刑事责

任。
该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向被告人

王某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罚款决定书，王某
仍拒不执行。后执行干警依法查询到王
某名下所有的小型客车一辆且正常营
运，王某有能力履行而拒绝报告财产，
在被法院决定罚款 5000 元 （已缴纳）
后仍拒不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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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建忠）
本报绍兴 9月 21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单巡天）因厌世悲
观情绪，“95后”被告人李某手持尖
刀，在绍兴府山公园内将正在聊天的
史某、胡某二人残忍杀害。今天，该
案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绍兴中院院长张宏伟担任
审判长并主审。

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原本
在绍兴某摄影工作室就职，因家庭教
育等原因，在成年后产生了厌世悲观
的情绪，时有轻生甚至杀人的念头。
去年 11 月初，李某先后购买了一把
木质手柄的尖刀和一件带帽的黑色
外套衣服，并物色作案地点准备杀
人。11 月 13 日晚 8 点，被告人李某
穿上从网上购买的黑色外套，携带
尖刀，来到绍兴府山公园，看到史
某、胡某在一处凉亭内聊天。确定四
下无人后，李某随即打算将其二人杀
害。

趁史某不备，李某掏出尖刀，朝
其背部、胸部、腹部等处猛刺数刀，
致其倒至凉亭附近的树丛中当场死
亡。被害人胡某见状，急忙往山下逃
跑，被李某追上后刺死。李某将胡某

的尸体藏匿于附近的树丛中，窃取了
二人的电瓶车钥匙后回到了自己住
处。

庭审中，被告人李某对检方指控
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因为
杀人可以判死刑。”在被问到杀人动
机时，李某表示自己并不认识两名被
害人，自己的行为只为求死。据了
解，从小李某父亲对其管教甚严，来
到绍兴后李某和老家基本失去了联
系，只是偶尔和他哥哥有些交流。摄
影工作室的同事证实，李某平时不怎
么说话。

据李某供述，因为之前跟随拍摄
取景的缘故，对府山公园的地形较为
熟悉，因而选择此地作为作案地点。
作案后，李某本打算第二天上午和自
己的师父告别，并回包头老家见家人
最后一面，没想到在准备出门拍摄
时，在摄影工作室的电梯口就被警方
抓获归案。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
刑警作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陈述了
该案件侦破过程。在最后陈述中，李
某表示希望法庭从重处罚。

因案情重大，审判长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绍兴中院公开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

“95”后被告人因厌世起杀念

本报讯 9月19日，湖南省双牌县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买卖枪支案件，
被告人方某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涉案枪支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

被告人方某是一名气枪爱好者，
2017年 3月，因为想买一把枪自己玩，
方某便在网上搜索了不少气枪的信息，
还申请加入了很多研究枪支的QQ群，
并通过这些 QQ 群、微信接触到了枪
支。通过与群里的人聊天，方某逐渐发
现有利可图，便萌生了自己也来做枪支

买卖的想法。方某利用微信和QQ群，
先跟有货源的供货商谈好合作事宜，再
联系需要购枪的客户。待客户确定购买
后，会先将钱打给方某，方某随即将客
户的地址发给货源商，由货源商直接邮
寄给客户。有时觉得客户给的价格利润
不大，方某就介绍货源商与客户直接谈
价格。

2017 年 9 月 至 11 月 ， 方 某 通 过
QQ 与双牌县的一位买家李某联系，
以 13180 元的总价卖给了李某两支气
枪。李某通过支付宝转账或现金存入等

方式，分多次付给被告人方某购枪款
13180元。方某在收到李某支付的第一
支枪的货款后，将整支枪拆成部件打
包，通过快递一次性发货，并在第一时
间把单号告之李某，由李某到物流公司
自取邮件。由于李某购买的第二支气枪
整体部件体积较大，方某分了7次通过
不同物流公司发货给李某。李某购枪后
因看到公安缉枪缉爆宣传，心中惧怕便
于 2017年 11月 13日主动到公安机关交
代了购买枪支的事实，并将所购买的两
支气枪上缴公安机关。2017年 12月 23

日，方某在其住所被双牌县公安局民警
抓获。

经永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被告人方某贩卖给李某的两支枪
均为非制式枪样，以压缩气体为发射
动力，外形完整，部件功能完好，认
定为枪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方某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通过网络向他人出售以
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两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告
人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并自愿认罪，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经双牌法院委
托，平江县司法局调查评估后建议对
被告人方某适用社区矫正，鉴于被告
人方某有悔罪表现，对其宣告缓刑于其
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决定对
其宣告缓刑。据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作出如上判决。 （伍雯婧 杨祖峰)

网络卖枪分七个快递发货
湖南双牌一被告人非法买卖枪支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
员 姚 赛） 自己的亲姐姐生病了，
妹妹主动照顾姐姐长达五年后，将姐
姐告上法庭，要求按照当地平均工资
标准支付五年的护理费 25 万元。近
日，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起劳务合同纠纷案，判决驳回了
妹妹的诉讼请求。

周某甲系周某乙的亲姐姐。2012
年 1月至 2017年 1月，姐姐周某甲患
有尿毒症、右眼视物模糊等病，需要
长期住院治疗。因姐姐的女儿在外地
工作，期间均由妹妹周某乙对姐姐进
行护理。住院期间双方的伙食费、交
通费以及一些基本开支等费用，均由
姐姐周某甲支出，妹妹在这期间未有
花费。2017 年 1 月 30 日，妹妹诉至
法院，要求姐姐支付护理费25万元。

庭审中，姐姐辩称，如早知道妹

妹的本意是以换取报酬来进行护理，
则不会接受妹妹的护理。妹妹则提
出，即使是亲姐妹之间，也不会有长
达五年的免费劳动，自己对姐姐并无
护理义务，姐姐支付报酬理所应当。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妹妹提供
的证据，能够认定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7年1月期间，妹妹对生病的姐姐
进行了长期的护理，能认定妹妹提供
了劳务的事实。但妹妹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与姐姐形成了书面或口头的
有偿劳务合同，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与姐姐形成了应对妹妹护理行为支
付相关报酬的合意，也无姐姐曾经支
付过护理费的事实行为，故依法不能
认定两姐妹之间形成了有偿的合同关
系，妹妹要求姐姐支付护理费的主张
不能成立，法院遂作出驳回妹妹诉讼
请求的判决。

照顾姐姐五年索劳务费未获支持

本报讯 不仅非法采挖河沙，侵
吞国家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而
且面对村民们极力反对和当地政府的
巡视制止，这个8人涉恶团伙不仅不
收敛，反而持续寻衅滋事。9 月 21
日，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在对这个
8人涉恶团伙案审理后，进行了公开
宣判。

2017年6月，被告人王某、陈某组
织采挖工人在南召县白土岗镇杜村河
道内非法采挖河沙，群众认为毁坏河
道两岸生态环境，冲淹农田，即前去阻
拦，王某、陈某纠结李某、田某、杨某等
8 人与当地老百姓对峙，王某与陈某
辱骂并恐吓前来制止的群众。当年 10
月，王某、陈某指使李某、张某开车在
南召县白土岗镇白河店大桥下无故堵

截当地政府河道巡逻车，后田某到场，
与出警民警发生争吵。2018 年 2 月 1
日，王某、陈某预谋采挖河沙，为躲避
查处，指使田某、杨某等人跟踪政府巡
河车辆，并与巡河人员发生争吵，随后
当地民警赶到，王某、陈某再次与出警
人员发生争执，由于这伙人非法采沙，
造成河道被毁，国家矿产资源被蚕食，
周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毁坏，遭受损
害和威胁的群众怨声载道，纷纷上访
告状，南召县警方接到群众投诉后，立
即出警，经过艰难的侦查，终将所有案
犯抓捕归案。

南 召 法 院 经 审 理 后 认 为 ， 王
某、陈某纠集被告人田某、李某等
人形成恶势力团伙，其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8人分别
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四年不等有
期徒刑。

宣判后，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曾庆朝 杨 奇）

恐吓当地村民 非法采挖河沙

河南南召惩处一涉恶8人团伙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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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栾育华诉云南云达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云
260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文山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詹齐兴、刘德逊、深圳市
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刘德逊、詹齐兴、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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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49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德逊、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刘德逊、深圳市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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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49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裴庆梅、李凤亮：本院受理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凤亮、被告裴庆梅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原告提交
的证据材料。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李凤亮、裴庆梅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支付剩余租金38941579.41元；2.判令李凤亮、裴庆梅向中信富通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名义货价11700元；3.判令李凤亮、裴庆梅向中信富通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7年10月16日止的滞纳
金33486810.48元及逾期利息10254079.36元，共计43740889.84元；4.
判令李凤亮、裴庆梅支付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
共计200000元；以上四项费用共计82894169.25元；5.判令李凤亮、裴庆梅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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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

的，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权利。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下午14时在本院B座
4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陈剑华、陈遵贵、吴雅明、剡卉、兰州侨兴茶叶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甘肃西固金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举证
通知书、廉政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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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大连高榜贸易有限公司、刘立春、刘庆林：关于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前海逸百
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大连高榜贸易有限公司、刘立春、刘庆林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8)粤0391民初2113号。因你们下落不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调解温馨提示、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及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大连高榜贸易有限公司、刘立春、刘庆林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开庭时间定于2018年12月26日17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五审判庭，请准
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王大伟、深圳彩田文旅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宏康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彩
田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粤03民初1845号原告广东利
元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大伟、深圳彩田文旅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宏
康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深圳彩田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请求判令：1.追
加王大伟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执171号案的被执行人，要
求其在400万元范围内连带清偿（2017）粤03执171号案的全部执行债务；2.追加
深圳彩田文旅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
执171号案的被执行人，要求其在400万元内连带清偿（2017）粤03执171号
案的全部执行债务；3.追加深圳宏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7）粤03执171号案的被执行人，要求其在400万元内连带清偿
（2017）粤03执171号案的全部执行债务；4.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
现定于2018年12月24日15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就本案组织当事人
交换证据，2018年12月2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罗文杰、吴萌：本院受理（2018）粤0305民初263号原告深圳市蛇口大华
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文杰、吴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现定于2018年11月
23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西丽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郭忠、雷江：本院受理原告王星与被告王永祯(550)、张桃子(551)、朱彦
衡(552)、杜振波(553)、杜文(554),第三人海口海交担保有限公司、郑友飞、庄
勤辉、海南博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郭忠、雷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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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举证期限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6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忠、雷江、张建功：本院受理原告王星、郑友飞、庄勤辉、海口海交担保有限
公司，被告王春平(729)、海南永钦投资有限公司(730）、杨淑梅(731)、澄迈皓垄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732)、苏立阳(733)、张建功(734)、唐淼(735)，第三人海南博
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郭忠、雷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案应诉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起诉状、举证期限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金丽、威海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慧缘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住址不详，采用其他各种
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1002民初4190号
案件的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保全裁定书、转程
序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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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饶孟：本院受理原告方付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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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界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湖北鑫盛德隆商贸有限公司、红安振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
丽玲（身份证号 420922197306290061）、张祥成（身份证号
42222319710410577X） 、 付 秋 芳 （ 身 份 证 号
422223197001210040）、王奇（身份证号420922197010180154）、
付琳琳（身份证号42092219680107014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诉被告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济南大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宁山峰工贸有限公司、济南大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送达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春花：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慧缘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住址不详，采用其他各种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1002民初4186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保全裁定书、转程序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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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柴洪斌：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恒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住址不详，无法通过直接或邮寄的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1002民初
4297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程序
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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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曾龚米、蔡奕波：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
用卡纠纷2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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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
24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西漕大楼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东震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0日裁定
受理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担任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8年10月20日前，向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抚顺
市望花区丹东路与凌源街交叉口南150米抚顺特钢技工学校办公楼一楼；联系
人：王伟、盖冰冰；联系电话：024-56436101、024-56436103）书面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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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
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
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
30日以书面通讯方式召开，届时管理人会向各位债权人邮寄相关会议材料，通
报工作进展情况并提请各位债权人核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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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素英申请宣告严发林死亡一案。
申请人邱素英称，其夫严发林，生于1954年5月18日，汉族，原住宁强县舒家坝镇
松树沟村二组，系宁强县舒家坝九年制学校教师。2007年11月9日严发林在学校
工作期间煤气中毒，于2007年12月转入汉中3201医院治疗，2008年1月13日
严发林在医院治疗过程中走失。下落不明人严发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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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严发林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严发林生存现状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严发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宁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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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影响建房 法院强制砍树
树所有人阻碍执行被强制带离现场教育

本报讯 龙眼树枝伸过屋顶影
响了建房，屋主愿意赔付3万多元砍
去伸过屋顶的部分树枝，但经过多
年的协商都不成功。9 月 20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砍去了该部分树枝，维护了屋
主吕某的合法权益，并将意图阻挠
执行的林某等二人强制带离现场进
行教育。

1973 年吕某一家建房时，林某
父亲在吕某房屋西边小路边与吕某
屋地相邻处有龙眼树一棵，当时该
龙眼树直径约十厘米，其枝桠并没
有伸到吕某的房屋屋顶。吕某一家
在该房屋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搬到陆
川县城居住，该房屋由其亲人居住
管理。1996年8月，吕某向土地部门
申请办理房屋土地使用证，获批准

后并由陆川县人民政府颁发了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明确了
其房屋四周边界。

林某的龙眼树枝桠由于长年没有
清理，逐年向吕某房屋生长，现已伸
到吕某房屋顶9.23米处。吕某为翻修
房屋多次与林某协商砍去影响其房屋
的树桠，为表诚意吕某最初愿赔付
8000 元给林某一家，林某每次当面
答应后又以与家人商量为由反悔，如
此反复多次，赔付款项一直涨到3万
元，林某仍然不肯砍掉树桠。期间吕
某约请族人、村干部以及陆川县米场
镇司法所前来调解，均未果。

2016年 7月 6日，吕某将林某等
三人起诉至陆川法院，要求法院判决
支持砍去影响其房屋的树桠诉讼请
求。

经开庭审理，法院作出支持砍去影
响其房屋树桠诉讼请求的判决。期间被
告林某等三人未作书面答辩，在举证期
限内未提供证据，也不到庭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
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林
某等人经传票传唤，但没有到庭参加诉
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法院判决生效后，林某等人仍然拒
绝砍掉该树桠，2018 年 3 月 26 日，吕
某向陆川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该案
的执行法官多次上门以及电话调解督促
林某履行砍掉该树桠的义务，但林某置
之不理。2018 年 9 月 20 日，陆川法院
派出执行队伍依法对该案予以强制执
行。

在强制执行期间，吕某一方愿意将

赔付款增加至 3.4万元，但林某等人仍
然不愿意主动砍去树桠，之后林某及其
家人冲击执行现场，情绪激动、态度蛮
横并意图阻挠执行。为使执行顺利进
行，维护司法权威，执行人员依法将冲
击现场的林某二人强制带离现场，并将
其押送至陆川法院进行法治教育。

在法院，林某二人在经过法官教育
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悔改后法院依
法将其释放。 （陈柏锦）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八十
七条第三项：哄闹、冲击执行公务现
场，围困、扣押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公
务人员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情节轻
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追究行为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
罪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