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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9年11月30日（总第7886期）

何开远：本院受理原告李伍林、侯健全与被告李小国、何开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粤1302民

初1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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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广东珠船航运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作出（2019）粤 72 民催 5 号民事裁定，准许申请人广

东珠船航运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原中国芜湖籍“业达 9”（现名“珠

船 3005”）轮附有的船舶优先权予以催告。凡对该轮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办理船舶优先权登记。逾期未

主张权利的，视为放弃船舶优先权。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魏昌会：本院受理上诉人周兆销、新疆拜城育英矿业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新疆拜城怡泽煤业有限公司、谢孝财、魏昌会企业

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最高法民终

1659号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2020年2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吉先商贸有限公司、

蔡松声、蔡鸿瑜、蔡鸿德：本院已受理原告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吉先商贸有限公司、蔡松声、蔡鸿德、蔡鸿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1、判令第一被告偿还原告代偿资金 21092816.66
元；2、判令第一被告自 2019 年 4 月 17 日起以代偿资金 525866.6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起，以代偿资金 20566950 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 24%向原告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直至代偿资金本

息清偿之日止；3、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 200000
元；4、判令第三、四、五被告对上述第 1 至 3 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原告对第一被告所有的位于垫江县

桂溪镇迎宾大道工业园区内的工业用地享有抵押权；对第二被

告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教院路 8 号百年世家 5-1-2、3-
1-6、2-1-12、2-1-13 房屋享有抵押权，并对上述土地、房屋拍

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裁决本案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五被告共同负担。暂共计 21292816.66 元）、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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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众邦资源整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众邦资

源整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赵凌云、陈德龙、李鹏：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沈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河

南翰泓祥商贸有限公司、王治斌、公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 2400万元及利息、实

现债权费用，确认原告对被告河南翰泓祥商贸有限公司的质押

物在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重庆赤士盾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2019)渝0107民初21757

号】：本院受理原告重庆超力液压软管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朱泽科、何春池：本院受理王永海诉二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交通费、后续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鉴定费、残疾

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财

产损失及诉讼费等。因被告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简转普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 3月 23日上

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融水苗族自治县贝江水泥厂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公
告：融水苗族自治县贝江水泥厂（以下简称“贝江水泥厂”）因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经债权人申请，融水苗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贝江水泥厂的破产清算一

案，后指定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贝江水泥厂管理人。为维

护贝江水泥厂和广大债权人、职工等各方利益，实现资源有效整

合，现管理人根据相关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贝

江水泥厂成立于 1997年 7月 11日，企业类型登记为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 1428 万元，实收资本 1428 万元，登记股东为融水苗族

自治县经济贸易局，持股比例为 100%，注册地址为融水苗族自

治县融水镇西廓岭，法定代表人为胡银华，企业经营范围为水泥

制造、销售；建筑材料、五金销售。意向投资人需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且实缴注册

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从事过或正在从事与水泥行业相关

的生产、经营等活动；承诺贝江水泥厂在融水苗族自治县持续经

营期限不低于五年，且必须在参与重整后六个月内对贝江水泥

厂进行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投资的全面整改。意向投资人至迟应

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 16 时前，向管理人提交报名登记表及重整

投资文件，并缴纳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的保证金，以汇入管理

人银行账户为准。关于贝江水泥厂现有资产、负债情况、意向

投资人具体的资格条件等事宜可向管理人了解或登陆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看（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
index/xxwsy）。联 系 人 ：黄 律 师 欧 律 师 ；电 话 ：18707720729、

15577715858；邮 箱 ：hyun_0729@126.com、3994440606@qq.

com；地址：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 228 号双福大厦 7 楼广西广正

大律师事务所，欢迎社会各界有实力的企业及个人前来接洽，

参与重整投资。 融水苗族自治县贝江水泥厂管理人
债务人湖北中禾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已依

法裁定受理。现特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理

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

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湖

北中禾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

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湖北中禾粮油股份有限

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

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三、本院指定湖北众之声律师事务所为

湖北中禾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的办公地点：湖北省

浠水县南城开发区丁香路82号，联系人：张远平，电话13339972387、
张辉，电话13886438643。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

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

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义务。五、本院定于

2020年3月6日上午9时，在浠水县人民法院四楼大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湖北]浠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10月

30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9年11月15日指定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担任

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30日前，向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英丽泽大酒店；邮政编码：

014400；联系电话：13354782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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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于2020年1月15日上午9时在乌

拉特前旗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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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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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
广州叉车厂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该

院依法指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担任

广州叉车厂管理人。经管理人对广州叉车厂资产负债进行清理，发

现广州叉车厂属于有资产无负债的情况，不符合破产条件。经管理

人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破118－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驳回广州叉车厂破产清算申请。 广州叉车厂管理人
2019年 11月 25日

陈爱清、武汉清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洪波诉陈爱

清、武汉清诚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申请人刘洪

波申请执行本院出作的（2014）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 00466 号民

事判决书，依法委托湖北坤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

陈爱清名下位于时代广场 3、4 号楼栋 3 单元 46 层 3 号、时代广

场 3、4 号楼栋 3 单元 42 层 4 号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已作出鄂

坤衡鉴评字（2019）第 010 号、鄂坤衡鉴评字（2019）第 009 号鉴

定估价报告书。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

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

法公开拍卖。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 院 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 裁 定 受 理惠州市德赛东华工贸
公司强制清算案，同时依法指定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清算。

现 清 算 工 作 已 结 東 ，本 院 依 据 清 算 组 的 申 请 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作出裁定确认了清算报告并终结该公司的强制清算程

序。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福建省福清（中闽）飘香油脂

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8）闽 0181 强清 1 号，由指定的

清算组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现强制清算程序终结，福

建省福清（中闽）飘香油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注销，主体资格终

止。 福建省福清（中闽）飘香油脂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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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
定，结合审判实践，就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执行异议之诉适用法
律的若干问题，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执行法院变更时执
行异议之诉的管辖】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由执行法
院管辖。

一审开庭审理前，执行案件因被指
定执行等原因导致执行法院变更的，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由变更后的人民
法院管辖。变更后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
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的，由原执行法院
管辖。

执行法院变更前已经受理的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案
件移送变更后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二条 【执行完毕时执行异
议之诉的处理】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或者
再审申请审查期间，针对案外人异议指
向的执行标的执行完毕的，不影响人民
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或者审查。

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不得执行该
执行标的的，案外人可依法另行主张权
利。

第三条 【执行终结时执行异
议之诉的处理】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或者
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执行程序因申请执
行人的债权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清偿
或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
规定因申请执行人撤销申请、据以执行
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等事由而终结，案外
人未撤回起诉或者再审申请的，人民法
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 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裁
定驳回起诉；

（二）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裁
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

（三） 再审申请审查的，裁定终结
审查。

前款规定情形，案外人同时提出确
权请求的，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诉请作
出上述处理后，可以对确权请求继续审
理或者审查。

第四条 【异议之诉审理期间
执行依据再审的处理】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期
间，作为执行依据的判决等法律文书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被决定再审并裁定中止
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

第五条 【案外人另行提起确
权之诉的处理】

执行标的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
押、冻结后，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
单独提起确权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案外人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

第六条 【案外人提出给付请
求的处理】

执行标的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
押、冻结后，案外人以被执行人为被告
就该执行标的单独提起给付之诉，或者
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同时提出被执
行人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标的物等具有
债权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
应予审理，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就案外人排除强制
执行的诉讼请求先行判决。

第七条 【案外人对优先受偿
权人依据生效判决的执行提出异
议的诉讼救济程序】

担保物权人等优先受偿权人依据确
认其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
等法律文书申请的强制执行中，案外人
仅以优先受偿权不成立、不生效或者无
效，据以执行的判决等法律文书错误为
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
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应
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但是，
案外人同时提出与据以执行的判决等法
律文书无关的其他理由主张排除强制执
行的，人民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应
予受理。

第八条 【案外人请求排除申
请执行人基于优先受偿权的强制
执行时的处理】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
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案
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
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一般不动产买受人
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实施强制执
行，案外人以其系该不动产买受人为
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
执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案外
人已与被执行人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
卖合同；

（二）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
占有该不动产；

（三） 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
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 非因案外人自身原因未办理
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

案外人具有向房屋登记机构递交过
户登记材料，或者向出卖人提出办理过
户登记请求等积极行为；或者虽无上述
积极行为，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有合理客
观理由的，可以认定为“非因案外人自
身原因”。

第十条 【消费者商品房买受
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方案一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

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主体名下的
商品房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系商
品房的买受人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案外
人已与房地产开发建设主体签订合法有
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案
外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或者
案外人名下虽已有一套房屋，但所购商
品房仍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

（三） 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
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商品房预售中，抵押权人申请执行
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主体名
下但已销售给前款规定的案外人的商品
房，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
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方案二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

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
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
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
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
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 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
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第十一条 【申请执行人提起
撤销权之诉的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外人根据本解释
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提起的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中，申请执行人根据合同法第
七十四条的规定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权
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异
议之诉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条 【承租人提起的执
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带租赁强制执行中，案外人以其对
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为由，提起执行异

议之诉，请求排除带租赁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可以按照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依法主张
权利。

不带租赁强制执行中，案外人以其
对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为由，提起执行
异议之诉，请求排除不带租赁强制执
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或者在
抵押登记之前，案外人已基于租赁之目
的与被执行人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
合同；

（二）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或者在
抵押登记之前，案外人已合法占有使用
执行标的；

（三） 案外人已按照合理方式支付
合理租金。

第十三条 【隐名权利人提起
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方案一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
案外人以下列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一）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购
买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其系被执行不
动产或者机动车等的实际权利人；

（二）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房地产
开发资质开发房地产，其系被执行建设
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实际权利
人；

（三）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对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系被执行股权的
实际出资人；

（四） 案 外 人 借 用 被 执 行 人 的 银
行、证券账户，其系被执行账户中资
金、证券的实际权利人。

案外人因借名所遭受的财产损失，
可以依法向被借名者另行主张权利。

方案二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
案外人以下列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经查证属实，且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
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购
买不动产或者机动车等，其系被执行不
动产或者机动车等的实际权利人；

（二）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房地产
开发资质开发房地产，其系被执行建设
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实际权利
人；

（三） 案外人借用被执行人名义对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系被执行股权的
实际出资人；

（四） 案 外 人 借 用 被 执 行 人 的 银

行、证券账户，其系被执行账户中资
金、证券的实际权利人。

案外人利用借名方式隐匿违法犯
罪所得、利用内幕信息实施股票证券
交易等构成犯罪的，或者违反限购政
策、资质管理等规定，或者规避执行
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处理。

第十四条 【被征收人提起
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
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实施强制执
行，案外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
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明确
约定用于所有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
积，案外人以其对相关执行标的享有
权利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
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十五条 【错误汇款人提
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账户中的资
金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该账户中
的资金系其误汇，其系资金的实际所
有权人等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案外人可依据误汇款项等事实
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第十六条 【优先受偿权人
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

方案一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以其对

执行标的享有担保物权、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为由，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的 解
释》 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在执行
程序中直接申请参与分配，就拍卖
价款、应收账款等担保财产主张优
先受偿。但是，案外人尚未取得执
行依据且对其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存在争议，或者强制执行可能导致
优先受偿权受到其他实质性损害，案
外人以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
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就优先受偿
顺序、数额等主张未获支持的，可以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五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执行分配方
案提出书面异议，并提起执行分配方
案异议之诉。

方案二
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以其对

执行标的享有担保物权、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为由，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应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五
百零八条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直接
申请参与分配，就拍卖价款、应收账
款等担保财产主张优先受偿。

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因未取得
执行依据且对其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存在争议，或者就优先受偿顺序、数
额等主张未获支持的，可以根据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
二条的规定，对执行分配方案提出书
面异议，并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
诉。

第十七条【防范虚假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全案证据的真
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通过虚
构、倒签合同，提交虚假付款证据等
伪造重要证据，企图通过诉讼等方式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妨碍人民法院审
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
请求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
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
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
讼参与人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八条【诉讼费的收取】

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提起的执行
异议之诉案件的受理费，以当事人请
求排除强制执行的标的财产金额或者
价额作为计算基数，按照 《诉讼费用
交纳办法》 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财
产案件标准收取。

第十九条 【申请执行人执
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参照适用】

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的，参照本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施行时间及效力】

本 解 释 自 年 月 日 起 施
行。

本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
解释为准。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
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
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适用审判监
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本报上海 11月 29日电 一男子从
14 楼往下扔刀扔电脑，造成三辆轿车
受到不同程度损坏，今天，上海市闵
行 区 人 民 法 院 对 该 案 公 开 开 庭 并 宣
判，被告人蒋某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
案系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施行
后，上海法院判决的首起高空抛物入
刑案件。

记者了解到，蒋某系家中独子，从
小随外公外婆长大，学校毕业后多年无
业，也无稳定收入来源。今年年初，蒋
某因家庭矛盾与父母感情恶化，从父母
家中搬出。2019 年 8 月 1 日，蒋某声称
要为外公外婆讨回公道，手持网购的棒

球棍来到父母家。没想到父母竟然更换
了门锁，蒋某心中顿生怒火，联系了锁
匠上门开锁。门锁落地，蒋某发现父母
竟都在家中，双方遂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争执过程中，恼羞成怒的蒋某抡起
手中的棒球棍对家中电器、窗户玻璃等
一顿打砸，还将手边的平板电脑、手
机、水果刀等物品扔出窗外。

据悉，蒋某父母家住 14 楼，窗户

下方是小区公共道路，车辆、行人络绎
不绝。蒋某抛出的物品将停靠在停车区
域的三辆轿车击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坏，各类损失经评估为 4293 元。事发
后，蒋某第一时间报警投案。

在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蒋某将
平板电脑、手机、水果刀等物从高处抛
下，砸落在小区公共道路上并砸坏楼下
停放的车辆，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但蒋某犯罪后主动投案，有自首情
节，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建议依
法从宽处理。

蒋某的辩护律师就蒋某抛物是否存
在直接故意和量刑问题发表了辩论意
见，他认为，蒋某抛出的物品并非危险物
品，且抛物是为了泄愤，不具有犯罪的主
观故意，据此提出了适用缓刑的建议。

对此，公诉机关表示，本案在起诉时已
经综合考虑了蒋某自首、认罪认罚等
量刑因素，当庭不建议适用缓刑。

蒋某当庭表示认罪。“我当时就
是想让他们有点损失……我的犯罪根
源是冲动过激，我以后会理智冷静一
点 ， 不 做 危 害 别 人 的 事 情 。” 庭 审
中，蒋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

经审理，闵行法院认为，蒋某因

家庭矛盾，为发泄不满，将手机、平
板电脑、水果刀等物品从 14 楼高处
扔下，部分物品砸落在小区公共道路
上，还砸坏该道路上停放的三辆机动
车，虽未造成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
损失的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法院认为，其
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不宜
适用缓刑。同时，被告人蒋某系主
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
罚；被告人蒋某具有赔偿情节，可酌
情从轻处罚。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陈淋清）

上海首例高空抛物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宣判
男子从 14楼扔下水果刀等物获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