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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评 ▷▷
用良法善治回应困难群众期待

陈 立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诚信诉讼码”探索司法诚信新体系
陈志君

诚信诉讼码通过具体的正面码正向激励和负面码反向惩戒，引导当事
人加强自我约束，强化规则意识，尊重契约精神，有效减少矛盾纠纷，化解对
抗情绪，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真诚互信、和谐共
治，最终有助于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效果。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法院队伍建设要
处理好四对关系

叶爱英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
是立国之基，立身之本，是公民的第二
个“身份证”。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诚信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提
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
愿服务制度化”。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内容之一，客观上必须将诚信价值
观融入司法全过程。不仅如此，司法
诚信还是维护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防
线，是引领社会诚信的最佳示范。诚
信社会与法治社会互为表里，社会诚
信层面的问题往往通过司法层面反映
出来。当下，诉讼案件的居高不下，虚
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不诚信
诉讼行为有所抬头与诚信社会的局部
缺失或不健全密切相关。

今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
发文打造浙江省信用“531X”工程，客
观上不仅要求加快构建司法诚信，而
且要求实现司法诚信的体系化。为
此，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试点研
发“诚信诉讼码”，即通过“码”这一载
体，探索在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构
建起一套全新的司法诚信评价体系，
实现对当事人的分类评估、量化评价、
精准管理，并承载公示、惩戒、警示、打
击等职能。我们宁波法院是从以下五
个方面来建设“诚信诉讼码”的：

一是实现“一码集成”。通过大数
据方式将法院的相关制度措施和诚信
数据库整合起来集中于一码展示，即

整合诚信诉讼承诺书、重点案件检索
等制度，以及不诚信诉讼黑名单、黄名
单、行政滥诉人员、移动微法院建设过
程中形成的人员信息等数据库，并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移动
微法院、审判系统、执行系统以及现场
安检系统等环节载入，打造出一整套
指标化的司法诚信评价体系。既让法
官知道双方当事人的诚信诉讼情况，
作为办案参考，同时又给予当事人诚
信诉讼指引。

二是助推“两项机制”。今年 4 月
以来，宁波中院深入推进自动履行正
向激励和信用修复两项机制，通过柔
性方式引导当事人诚信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两项机制”填补了
以往司法公信建设领域“惩戒有余，激
励不足”的空白，来自中央党校、最高
人民法院、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浙
江高院、浙江省发改委等单位的多位
专家、学者、领导对此予以高度肯定。
而诚信诉讼码在设计理念上、结构框
架上与“两项机制”不谋而合，实质上
是将“两项机制”的理念、经验和成效
扩大到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进一
步丰富完善“两项机制”的理论与实
践。诚信诉讼码与“两项机制”的深度
融合，使诚信诉讼成为看得见、摸得
着、有获益的理性选择。

三是部署“三步推进”。“诚信诉讼
码 1.0 版”已经于今年 8 月正式上线试

运行，并开始在宁波中院、余姚市人民
法院、宁海县人民法院试点。我们将
通过“三步走”来有序推进这项工作：
第一步侧重于搭建理论框架,研发模
块测试，设定标准分值。第二步实现
数据自动抓取，融入电子身份证，在
ODR、立案、审判、执行、现场五个环
节全覆盖部署。第三步重点推广应
用,对接省市信用体系。目前第一步
工作已初步完成，正在全力推进第二、
三步研发测试。

四是围绕“四项行为”。诚信诉
讼 码 试 点 的 核 心 在 于 行 为 赋 分 制
度，即确立诉讼行为规则，并按行
为严重或正向程度予以赋分。宁波
中院经反复测算将诉讼行为从正反
两面区分为四大类：严重不诚信诉
讼行为、一般不诚信诉讼行为、其
他不诚信诉讼行为和正向履行诉讼
行为。同时，建立赋分规则，即诉
讼当事人 （含企业） 初始分均为 100
分，根据当事人三年内诉讼相关行
为 分 别 赋 分 ， 多 种 行 为 累 计 加 减
分，得出最终信用得分。

五是设置“五色码数”。诚信诉
讼码设置“五色码”，根据分值从低
到高依次为红码、黄码、蓝码、绿
码、金码。其中，红码、黄码属于负
面码，绿码属于中性码，蓝码、金码
属于正面码。归码程序上，按照最终
信用得分纳入不同码数。码数后果

上，有红利，有惩戒，让当事人知道利
害关系，趋利避害。例如法院将对“红
码”当事人采取以下措施：在宁波中院
微信公众号、“信用宁波”网站等向社
会公布，公示期限为 5 年，并记入相关
当事人信用档案；不给予诉讼费减免、
缓交；立案窗口进行关联案件检索，强
化法律关系甄别；对取保候审人员，视
情变更强制措施等。

当然 ，诚信诉讼码本质上属于对以
往诉讼行为的评价，规制诉讼参与人诚
信诉讼，提醒法官严防虚假诉讼、恶意诉
讼、滥诉等不诚信诉讼行为，但并不影响
诉讼参与人合法诉讼权利。对涉及红
码、黄码当事人的案件，法官需尽到审慎
注意审查义务，但在证据审查、事实查
实、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依法进行，并不
将红码、黄码视为内心确认依据或审判
执行依据。

诚信诉讼码通过具体的正面码正向
激励和负面码反向惩戒，引导当事人加
强自我约束，强化规则意识，尊重契约
精神，有效减少矛盾纠纷，化解对抗情
绪，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
会氛围，推动社会真诚互信、和谐共
治，最终有助于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效果。诚信诉讼
码推出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
使这项试点工作更具生命力，我们还将
继续研究完善，让诉讼码在法律的框架
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建设诚信社会贡
献司法的力量。

抓好队伍建设要处理好示范
与带动的关系、绩效与激励的关
系、培养与舍得的关系、严管与厚
爱的关系。

事业兴，人为本。人民法院要不
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
司法需求，必须加强队伍建设，狠抓队
伍管理，激发队伍活力，建设高素质法
官队伍。当前，抓好队伍建设要处理
好四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示范与带动的关系。
《论语·子路》中说：政者，正也。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领导干部是带动全局的发动机，要带
好头、作表率,敢抓敢管敢担当,一级
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把
手要以身作则，既讲党性原则、又要率
先示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班子成员要同频共振、各司其职，充分
发挥内在动力和工作激情，既讲民主
又讲集中，为集体决策发挥参谋助手
作用。中层干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线上”工作要挑大梁，抓工作要落
实落细。

二是处理好绩效与激励的关系。
美国“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
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
人 干 什 么 ，并 使 他 用 最 好 的 方 法 去
干。”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首先要树立勇当“重
要窗口”建设者、维护者、展示者的目
标导向，将“争创一流”的思想认识融
入到每位干警日常工作中。其次要树
立求真务实的考核导向，以队伍规范
化建设为目标，定量定性结合设置工
作量、效率、质量等考核权重，细化部
门、员额法官、法官助理、执行人员、司
法雇员各类人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
人员分类管理的可比性、针对性、实效
性。再次树立公平公正的激励导向，
将考核结果与选人用人、评先评优、素
质教育、绩效奖金发放等挂钩，突出政
治激励、工作鼓励、待遇保障，激发队
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气神。

三是处理好培养与舍得的关系。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才成长需要
一定的条件。审判工作专业性强，培
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确保全面依法
治国战略目标完成的现实需要。要舍
得配学习资源，鼓励支持法官定期参
加在职教育、学习交流、学术研讨；舍
得给岗位锻炼，结合“全科”法官培养，
定期开展部门轮岗、上挂下派、重点项
目等岗位锻炼，丰富工作阅历；舍得让
人才流动，有计划地组织优秀法官跨
区域跨行业、上下级交流任职，舍得向
党政部门推荐优秀干部，拓宽人才发
展渠道。

四是处理好严管与厚爱的关系。
事业是干出来、拼出来的，正气是带出
来、管出来的。要以严管促担当，以厚
爱促有为。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司法责
任制改革举措，健全完善审判权运行、
院庭长监督管理、类案和关联案件强制
检索等长效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关爱干警，突出
思想政治建设和法院文化建设，强化法
官履职保障和司法雇员等辅助人员的
薪酬待遇落实，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力
所能及地关爱干警身心健康，努力做到
以事业、以感情、以适当待遇留人。

做好社会救助需依法依规，做
到法律的应知尽知，扶贫又扶志，并
补齐短板。

由民政部、财政部起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已在民政部官网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
衣食冷暖，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一项
兜底线、救急难、保民生、促公平的基础
性 制 度 安 排 。《社 会 救 助 暂 行 办 法》自
2014 年 5 月施行以来，对于加强社会救
助，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救助面临
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用良

法善治回应全体困难群众的殷切期待。
应知尽知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要加

强社会救助法律政策宣传，让困难群众
应知尽知，为实现应救尽救、应助尽助打
牢基础。有不少贫困群众文化水平低、
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知晓率低，要对他们
进行救助帮扶，必须要让他们知晓、领会
党的好政策，这就需要广泛深入的宣传
教育。

依法依规是良法善治的保障。不可
否认，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各项法律
政策在施行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受
到人情干扰，“近水楼台先得月”，优亲厚

友之类的情况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这
不仅将贫困群众的热切期盼生生沦空
了，还生生将好政策变坏了，造成了新的
不公平现象。对此，意见稿本身也在监
督管理、法律责任两章进行了专门规定，
以确保好政策能好好落地，产生好的社
会效益，实现良法善治。

双管齐下是良法善治的关键。物
质 救 助 固 然 重 要 ，精 神 救 助 也 不 可 忽
视 。 应 双 管 齐 下 ，既 切 实 解 决 困 难 群
众 当 下 生 活 的 困 境 ，又 鼓 足 他 们 对 生
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希望。扶贫先扶
志，同理，社会救助也不是养懒汉。对

此 ，意 见 稿 本 身 也 有 专 门 条 款 予 以
规定。

补短补弱是良法善治的必要。从
一般到特殊，拟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困难
群众救助机制，让良法更加完善。我国
刚刚经历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
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
肺炎疫情，其中就暴露了包括社会救助
在内的一些体制机制上的短板、弱项。
吃一堑长一智，拟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困
难群众救助机制，就是我们及时补齐、
补足短板、弱项的一项举措。

公私分明是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的基本要求，对让公家财物随自己
“退休”的人和事，我们必须问
责、追责，严惩不贷。

公家财物原本姓公，本应该管理好，
使用好。然而在一些部门却出现了公家
财物随主人“退休”的现象。

表面看是个别党员干部觉悟不高，
习惯顺手牵羊，实质上还是一种贪腐行
为。这种现象，虽不普遍，却值得警惕。
若长此以往，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歪风
邪气就会笼罩单位，大家都去盘算如何
让自己手中的公家财物“退休”，办公用
品就成了“蛋糕”，走了太阳来了月亮，恶

性循环，没完没了。
之所以出现公家财物随主人“退

休”的现象，除了个别党员干部不能自
律，养成了占便宜、揩公家油的习惯之
外，更与单位财产管理混乱密不可分。
近年来，虽然三公经费逐年递减，但某
些部门似乎并没有“紧”的感觉，该买
买，该换换，买多了，换勤了，保管也
就“大方”了。

之所以出现公家财物随主人“退

休”的现象，还与个别领导错误的“补
偿观”有关。某些领导认为，干部在单
位兢兢业业几十年，“长枪短炮”等办
公通讯用品也跟着南征北战数十年，没
有功劳，也有苦劳，干脆作为一种福
利，作为退休补偿，以至于明明知道公
家财物“退休”是违规的，也碍于情
面，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对反映情况的
干部说，“算了，随他们一起去吧”。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

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
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
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
来？”公私分明是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
基本要求，对让公家财物随自己“退
休”的人和事，我们必须问责、追责，严
惩不贷；另一方面，要织密公家财物管
理规章制度，做到喜新不厌旧，只要还
能使用，就要一任接着一任用下去，绝
不允许来一任换一拨的现象发生。

直播带货假人设真坑人

2016 年，淘宝直播开启；2017 年，快
手开始电商带货的尝试；2018 年，抖音
开始大规模电商带货；2019 年，微信公
众号全面尝试商品返佣带货，至此，各
大电商平台一步步迎来网红带货的风
潮。而随着张大奕 、雪梨等网红的兴
起，以及后来者李佳琦和薇娅的走红，
直播带货这一模式算是彻底地火起来
了。

直播带货之所以能够迅速遍地开
花，是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高速信息时
代下人们渴求的高效生活节奏，搜一搜、
看一看，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买到想买
的东西，久而久之，网购也成了人们打发
无聊时间的调剂品，更不乏买了东西还
要打赏主播的行为。这让更多的人看到
了“网红带货”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
让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着能在这个风口浪
尖上飞起来。

然而近期，随着各大主播的“翻车”
行为，各大网络平台掀起了一阵网友们
自发的“打假”风。天爱姐、小影夫妇、
水泥妹 ...... 都成了网友们打假抨击的对
象。他们用租来的豪车豪宅，甚至是租
来的老公、爸妈、亲戚，拍摄鸡汤视频，
制造流量吸引粉丝直播卖课、带货，营
造一种只要你跟我学你也可以住豪宅、
开豪车的错觉。与天爱姐 、小影夫妇

“炫富”“秀恩爱”人设相反的是以水泥
妹为典型的“卖惨”人设，面容姣好的水
泥妹被称为“水泥西施”，每天灰头土脸
地和工地的男人们一起扛水泥 、搬石
灰、啃窝窝头，然而经过网友“扒皮”发
现，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都是被团队包
装出来的，靠博取同情来赚眼球，从而
实现直播“带货”，这让不少网友高呼

“被骗了！”“太坑了!”
在网红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网

红”更像是一个品牌，直播带货富了一
批人、火了一批人，但是欺骗行为要不
得。网红们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否
则，在经历流量变现的大浪淘沙后只能
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于子寒

电商制假售假需线上线下共治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涉网
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的批复》和《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明确，依法惩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
供假冒、盗版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的行
为，积极引导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伴随着电子商务产业蓬勃发展，各
类法律问题也不断涌现，恶意投诉、不正
当竞争、违法侵害专利商标等问题层出
不穷，不但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知识产权
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还严重扰乱电商行
业市场秩序，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尤其是互联网侵权假冒行为呈现出
组织化程度高、产销分工精细、区域分布
碎片化等新特点。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需要完善监
管政策，以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
促进利益相关方共同敬畏法律、遵守规
则，从而达成发展与保护的动态平衡。

打击电商制假、售假，侵害知识产
权行为，要求相关主管部门从生产源头
开展治理，实现政府与平台共治、线上
与线下共治，进一步完善电商领域知识
产权治理体系。一方面，靠综合执法和
专业监管协同，监管重心下沉，执法力
量匹配，改变分割的区域执法局面，以
适应全国统一市场监管要求；另一方
面，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
块链等新技术，能比线下实体更加精准
地识别正品和假货，快速准确打假侵权
商家。 ——吴学安

公家财物岂能随主人“退休”
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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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汇鑫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石兰亭、李书琴：本院受理北

京中汇鑫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石兰亭、李书琴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北京宏泽源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

本案申请执行人，本院于 2020年 8月 4日作出（2020）京 0106执异

7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北京宏泽源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

本院（2020）京0106执22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第六法庭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

请书，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廖耿荣：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曾马海与被执行人廖耿荣、何裕求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1)深龙法民一初字第168号民事

判决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51号

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下列执行法

律文书，主要内容分别为：一、本院(2020)粤0307执恢768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本院(2020)粤0307执恢768号报

告财产令。限你在本令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

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

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三、本院(2020)粤
0307执恢7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被执行人廖耿荣

的财产(以人民币180000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

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四、本院(2020)粤0307执恢768号查

封通知书。本院已于2018年11月2日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廖耿荣名

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河路榭丽花园9栋五单元复式602(不
动产证号：6000097808)。限你在本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五、本院

(2020)粤0307执恢7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廖耿

荣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河路榭丽花园9栋五单元复式602
(不动产证号：6000097808)以清偿债务。六、本院(2020)粤0307执恢

768号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通知书。一、双方当事人可通过议价方式

确定上述房产处置参考价。双方应自收到本通知5日内向本院以书面

方式合意提交议价结果或分别提交议价意见。逾期视为拒绝议价；二、

如双方当事人议价不能或不成，本院将以定向询价方式确定上述房产

处置参考价。本院经于 2020年 8月 3日向深圳市不动产评估中心

(www.szpgzx.com)的“房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查询，上述房产的市

场单价为人民币24426元/㎡，市场总价为人民币4185395.1元；三、房

产处置参考价一经确定，本院在拍卖房产时将参照参考价确定起拍

价；直接变卖的，参照参考价确定变卖价。本院将以上述查询价格作为

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网络拍卖。七、(2020)粤
0307执恢768号网拍告知书。上述房产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广东省深

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755/07)
进行公开拍卖。关于上述拍卖标的物的拍卖时间、拍卖规则、底价、成

交情况、调价情况等信息，你方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了解，本院不再另

行通知。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曹鸿：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鹏飞与被执行人曹娟、曹鸿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0305执恢

483号执行裁定书。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鸿名下

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新昌南路金地美景4栋203室(不动产

权证号：J20070369)，用于清偿其所负债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胡四货、梁银珍：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魏玉霞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902执恢16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胡四货名下的位于孝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孝天

办事处“国风鸿城”小区27栋3202室、29栋3202室房屋。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甘强、张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依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7）川0191民初4601号民事判决

书，申请执行甘强、张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川

0191执恢 406号，你们应当履行上述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

义务。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京东大数据评估

询价平台作出的关于位于成都市犀浦镇校园路东段 111号 1栋 1
单 元 13 楼 1305 号 住 宅 的 网 络 询 价 报 告（网 询 号 ：jdb⁃
dhouse2020070600147 号），评 估 单 价 为 12549 元/㎡，总 价 为

1212229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作出的关于上述住宅的网

络询价报告（阿里拍卖网询 2020070600125517 号），评估单价为

14044元/㎡，总价为1356650元；中国工商银行融 e购电商平台作

出 的 关 于 上 述 住 宅 的 网 络 询 价 报 告（ 网 询 号 ：

608f01b09F7145e19493c59cf06ba931），评估单价为 13057 元/㎡，

总价为 1261306元。申请执行人申请采用三家询价评估机构询价

结果的均价为拍卖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降价 30%移送第一次拍

卖，若一拍流拍，二拍在一拍的基础上降价 20%移送拍卖。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之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将上述

房屋移送拍卖。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黄石市华盛地产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

令，责令你自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义务，将对依法查封的黄石市华盛地产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黄石市下陆大道 61 号华盛·杰雅花园第 3 栋 102 号房屋

进行评估、拍卖。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期满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五日内到本院选取评估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

将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再

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杨伟家、杨洪家、李洪德、苏艳荣：本院受理申请人沈阳鑫源通

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申请执行人沈阳恒信资产托管有限公司、被

执行人杨伟家、杨洪家、李洪德、苏艳荣变更申请执行人案，案号：

（2020）辽0102执异898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辽宁广播电视报社、辽宁飞天音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申请执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被执行人辽宁广播电视报

社、辽宁飞天音响有限公司变更申请执行人案，案号：（2020）辽

0102 执异 891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

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陈冬梅（身份号码：210102196711106325）：本院受理申请

人代伟与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被执行

人陈冬梅变更申请执行人案，案号：（2020）辽 0102 执异 899 号，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复议。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铜川市意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付红、朱春囡：本院在执行中国

银行铜川分行与铜川市意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付红、朱春囡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由于被执行人未自觉履行义务，本院现依法向三

被执行人公告送达(2020)陕0203执恢28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查封

裁定书、拍卖裁定书、陕益评报字[2020]02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

院依法查封铜川市意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的100吨玉米加工

生产线1套、谷物加工生产线1套、FT楼房式等级面粉生产线1套，

并委托陕西益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机器设备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为748151元，本院将以上述评估结果作为机器设备拍卖

的参考价。该公告见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执行裁

定书，并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否

则本院将依法拍卖。 [陕西]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李友成：本院受理姚晓霞申请执行李友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川0114执1245号。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四川协合房地产土

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李友成所有的位于锦江区晨辉北

路8号1栋2单元6层9号房屋（权1318225）进行评估，于2020年8月21
日作出川协合房评（2020）000949号评估报告书，房屋评估总价为78.3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报告书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新都

区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四川正利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黄晓萍、黄文龙、吴德春、何超：本院

受理（2020）川0105执异413号异议人（申请执行人）四川未来绿洲市政

公用工程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四川正利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被申请人

黄晓萍、黄文龙、吴德春、何超执行异议一案。异议人申请追加被申请人

为被执行人。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

听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调解室进行听证。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处理。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靖江市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户名：靖江市人民法院)，对江阴市南都苑 9幢 505室房

地产及附属设施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如拍卖成交或申请执行人、其他

债权人接受抵债的,则不再进行下一步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2020年

10月12日10时至2020年10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一轮

第一次拍卖，2020年 11月 2日 10时至 2020年 11月 3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进行第一轮第二次拍卖；2020年 11月 23日 10时至 2021年 1
月2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变卖；2021年2月25日10时至2021
年2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二轮第一次拍卖，2021年3月

18日 10时至 2021年 3月 1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二轮第二

次拍卖。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

卖或撤回拍卖。一、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参加竞买。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即

日起至拍卖日前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由本院确定统一安

排看样。三、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

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拍卖的详细情况请登录靖

江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

话：0523-84993809，叶海华；联系地址：靖江市滨江新城阳光大道 5
号。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0年9月26日10时至2020年9月27日10时（延时的

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jd.com/）公开拍卖（第一次拍

卖）辽宁天豪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电动叉车两台（规格型号：

CPD20H-C3、FB20PN-72-330）。评估价：64500元，起拍价：64500元，

保证金：6450元，增价幅度：645元。本次拍卖标的物的具体信息、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详见东港市人民法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就该标的物

的本次拍卖发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本次司法拍卖事宜已通知了当

事人、未发现有优先购买权人，没有接到通知的在本次拍卖公告公示满五日

视为已通知。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应在拍卖日前五个工作日内至本院执行局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

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电话：

0415-2277563。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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