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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宿州市两级法院将执行长效机制建设作为工作主线，始终保持执行攻坚韧性，做到线上线下同
步发力；强化督导管理，建强建优队伍，努力推动执行工作实现良性循环。全市法院 2020 年受理执行案件
22011 件，办结 21816 件，执行到位金额 18.73 亿元；四项核心指标持续达标，执行质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宿州执行：“云上”发力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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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齐发力

浙江某投资公司申请执行李某等 4
名被执行人持有的滁州某房产开发公司
1.4 亿股权，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达成分
期履行的和解协议。2020 年初，被执行
人称企业因疫情无法恢复正常经营，筹
措资金困难，遂向法院申请给予一定履
行宽限期。

2020 年 2 月 27 日，执行法官通过云
间网上庭审系统，视频联通三方当事人
展开调解工作。经过反复磋商，申请执
行人同意给予被执行人一个半月的债务
履行宽限期，双方在线签名达成和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法院执行工
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宿州市两级法
院迅速启动在线执行模式，线上展开立
案、财产查控处置、事项委托、文书送达、
案款发放等工作。2020 年利用电话微
信、云间庭审系统、智慧执行 APP 在线
约谈当事人 5.94 万人次，在线调解案件
391 件，使当事人足不出户安全参与执
行过程。

“疫情缓解后，面对案件大幅增长压
力，全市法院坚持‘应立尽立、当执立执、
能结尽结’，广大执行干警抢抓机遇快办
案办好案，有担当有作为。”宿州中院院
长张瑞华说。

2020 年 3 月，宿州中院受理了徽商
银行宿州埇桥支行申请执行宿州元一
等 3 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金融借款案，标
的额高达 7475 万元。申请执行人对被
执行人名下 2 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
房产享有抵押权，为节约财产处置参考
价确定时间和评估佣金，执行法官到现
场逐一核实抵押财产信息，快速启动网
络询价，同年 9 月即经网络司法拍卖成
交房产 35 套 4500 万元，一次性兑现了

大部分债权。
2020 年，全市法院在开展“江淮风

暴”执行助力复工复产行动和发挥执行
职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专项执行行动中，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关于依法妥善办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依法灵活适用执行措施，对
涉案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灵活采取“活封
活扣”，有效释放 500 余处财产使用价值
和融资功能。引入律师参与调解，促使
建筑工程烂尾等人数众多的案件达成集
中和解，助力 8 家被执行企业恢复经营、
走出困境。

全市法院积极开展“6·18”“11·11”
网络司法拍卖节活动，借助淘宝、京东等
平台集中推介住宅、商铺、轿车等拍品
200 余 件 ，通 过 依 法 适 度 变 价、网 络 直
播、VR 看样，吸引更多人员竞买，促成
1.49亿元价值的标的物成交变现。

执行风暴攻重点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宿州市
两级法院联合开展“利剑护航”统一执行
行动，攻坚重点难点案件。此次行动出
动执行干警 137 人，连续转战执行现场
100 余处，拘传拘留 31 人，执结案件 85
件，执行到位 620 万余元，通过强制腾退
顺利清场房产 20092 平方米。其中灵璧
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涉恶案被执行人名下
8 处房产进行腾退；埇桥区人民法院完
成 500多万只啤酒瓶交付工作。

2020 年，宿州法院深入开展“判决
不执行问题”专项治理，用足用尽法律赋
予的强制手段。相继开展“端午执行”

“冬季猎赖”“利剑护航”等特色执行行
动，强制拘传 435 人，1000 余人主动还款

共 1.52 亿元；将 13007 人纳入失信黑名
单，并同步推送至宿州市信用信息平台；
对 13101 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禁止其
乘坐飞机高铁、居住星级酒店；借助全媒
体平台，曝光 716 名长期逃避执行的人
员信息，有力惩治了一批逃债赖账的被
执行人。

全市法院抓好重点案件执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0 年是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为扩大“打财
断血”成效，确保完成“黑财清底”任务，
全市法院高度重视涉黑恶刑事财产刑
案件的执行以及涉职务犯罪案件财产
执行，深挖涉案财产线索，建立案件会
商机制，创新财物处置模式。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生效涉黑恶案件财产执行到
位 7564.04 万元，生效涉职务犯罪案件
财产执行到位 1288.43 万元。

强化“一把手”抓执行。泗县人民法
院院长王世兵加入执行团队，办理执行
案件。在执行陈宁宁涉黑财产案中，王
世兵积极争取县委政法委支持，强化与
公安、检察以及财政部门的配合，做好涉
案财产认定和处理工作。目前该案已执
行到位 640 万余元，提升了涉黑恶刑事
财产刑案件的执行到位率，实现了“黑财
清底”的目标。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着力抓好涉民
生、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执结追索农民
工工资、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 2302 件，
兑现民生案款 2.38亿元。通过采取协调
促和解、纳入财政预算、发送强制措施预
通知等措施，执结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务案件 39 件，
实现债权 7682万余元。

建优团队强管理

2021 年 1 月 4 日，关某等 7 名农民工

向砀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拖欠工
资案。执行法官经网络查控，将 2 名被
执行人银行账户冻结。迫于压力，2 人
主动将执行款交到法院。这起系列案仅
用 9天即全部执结。

2020 年，砀山法院快执团队共办结
案件 614 件，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6182
万余元，真正实现了简案快执。

2020 年，宿州法院认真贯彻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江淮风暴”执
行长效机制建设推进年活动的意见》，将

“执行团队建设和执行流程再造”作为全
年执行工作重点。围绕新型执行团队从

“建立建起”到“建优建强”的工作主线，
在办案中不断优化团队之间、团队内部
的任务分工、职权划分和流程衔接，执行
案件结案平均用时减少至 50天。

聚焦事务工作集约办理，打造涵盖
立案接待、司法协助等 14 项功能的执行
服务中心，实现执行事务一站通办，事务
团队仅用不到 5 天即可完成案件的立
案、查控、分案。聚焦简易案件强执快
结，突出“一次有效执行”，分类采取直接
执行、督促履行、强制履行，实现一步到
位，快执团队结案期限显著降低。聚焦
财产处置案件快速变现，全面推行“一次
勘验、一次约谈、一次告知、一次评议”的

“四个一”工作法，坚持“议价、调解先
行”，普执团队财产处置平均周期缩短近
30 天。聚焦终本案件单独管理，以群众
满意度、获得感为导向，建立加强“专门
数据库，动态化、规范化、透明化”的“一
库三化”模式，终本率在全省平均值区间
合理运行。聚焦团队工作运转衔接，团
队内制定《岗位职责》，实行“谁办理、谁
录入、谁负责”，团队间制定《案件流转交
接表》，确保线上线下并行不悖，执行流
程运转高效。

“宿州中院充分发挥上下级法院间
桥梁纽带作用，一以贯之强化执行工作

‘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机制，

结合辖区法院实际，细化措施、跟踪指
导，确保两级法院始终以一个标准，推
动执行工作。”宿州中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申丽说。全市法院相继开展

“执行质量提升月”、“执行质效提升
月”、“执行业务提升月”活动，宿州中
院派员驻点基层法院，开展卷宗抽查、
办案指导、实战培训，两级法院执行质
效紧跟全省步伐，无一掉队。

在干警激励与监督上强化制度
建 设 ，率 先 出 台 有 别 于 审 判 工 作 的

《执行人员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制定
61 个考核指标充分、客观反映执行工
作量，激发执行干警工作积极性。制
定《“一案双查”实施细则》，坚持依规
处理与保护澄清并重，对 3 件案件启
动“一案双查”，规范执行行为。在信
访管理与化解上突出以上率下，两级
法院“专人专室”办理信访案件，宿州
中院加大信访案件领办力度，确保矛
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全市法院信访
办结率、化解率均达 100%。

经过全市执行干警的不懈努力，
执行质效进入并稳定在全省第一方
阵。宿州中院执行局荣获“全国法院
先进集体”“全省法院执行团队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

执源治理见成效

2020 年 3 月 27 日，一起合同纠纷
案件被执行人在宿州中院执行局仔细
阅读完《信用承诺书》的每项条款，并
经承办法官充分释明利害关系后，郑
重签名摁印。这份《信用承诺书》将通
过信用宿州网向全社会公示，如被执
行人到期不履行义务，将被纳入失信
名单，面临多个部门的信用联合惩戒，
甚至被移送追究拒执犯罪等更加严厉

的强制措施。
宿州中院推进执源治理，建立自

动履行引导督促、正向激励、信用修复
机制，鼓励当事人自我纠错，主动履行
法律义务，减轻涉诉涉执带来的不良
影响。

在诉调、立案、审理、裁判各个阶
段，加大自动履行引导督促，随案向当
事人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引导签
署《自动履行承诺书》。采取电话沟
通、短信提醒、上门询访，发送自动履
行催告书、提示书等多种方式，跟踪督
促案件自动履行完毕。对于未进入执
行程序且自动履行完毕的被告，经申
请可依法予以适当减免案件受理费，
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并视情况纳
入诚信履行名单，享受宿州农商银行
推出的“法判快贷”金融服务。对于已
进入执行程序且有履行意向但暂无履
行能力的被执行人，引导签署《信用承
诺书》，并通过“信用宿州”网站对外公
示，以全社会的监督和法院的强制执
行力作保障，暂缓适用或解除强制措
施，使其自觉配合法院，多方筹措资金
履行义务。到目前为止，已发布诚信
履行名单 67 人，42 份《信用承诺书》

“担保”的 573 万元债权在规定期限内
全部实现，跟踪督促 308 件案件自动
履行完毕。

宿州中院深化执行联动机制，与
宿州市公安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在查人扣车、定向询价、股权
查控等方面进行常态化合作，执行难
综合治理共识逐步渗透到各领域、各
环节。深化失信联合惩戒，与宿州市
发改委协调推动 271 家市县单位查询
失信信息 63.25 万次，与市直相关部
门联合对 500 余名拟选拔任用、表彰
奖励个人进行信用评价。宿州市公
安局、检察院以拒执罪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 39 人。

图①：代表、委员见证强制
执行现场。

图②：执行法官应用云间庭
审系统办案。

图③：集中执行行动现场。
图④：执行干警展开腾退房

屋工作。
图⑤：执行法官向民营企业

主释法明理。
资料图片

⑤⑤

①①①

③③ ④④

②②

本院受理申请人孔庆森申请认定辉南县朝阳镇东城花园

小区 1 栋 2 单元 402 室，建筑面积为 60.85 平方米房屋为无主财

产一案，现依法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本院

将依法判决。 [吉林]辉南县人民法院

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马甫重申请

执行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温江分公司国内非涉外

仲裁裁决纠纷一案中，申请人马甫重追加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为案件被执行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后作出

（2019）川 0115执异 80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赵民等为（2019）
川0115执1809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特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2019）川0115执异804号执行裁

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成都市温江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库尔勒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巴州建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巴州万方物资产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库尔勒

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巴州建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谢木飞、李清河、腾真等19人向

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本院作出（2020）新 28 执异 87、88、89、90、
91、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8、118、119 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辖区梨乡路财富公馆

一号楼 2-303、1605、1902 室，二号楼 1-503、1105、2606 室、2-
109、201、202、203、204、205、206、901、1402、1604、1902室，三号楼

1-201、202、203、204、205、1003、1005、1405、1705、1801、3005室商

品房的执行。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到本院执行庭领取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

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

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张加新、乌鲁木齐德兴汇聚建材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的

(2020)新 0105 行初 104 号原告伊洪良诉被告乌鲁木齐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张加

新、乌鲁木齐德兴汇聚建材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新疆恒正司法鉴定中心恒正

司鉴[2020]文检鉴字第 20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乌鲁

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乌鲁木齐德兴

汇聚建材有限公司设立档案第 22 页《乌鲁木齐德兴汇聚建材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字处“伊洪良”签名字迹与《公证

书》上“伊洪良”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字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对司法鉴定书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0 日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 16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楼 18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喻捷：本院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昌吉州玉阳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塔什库尔干县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喻捷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新 3131 执 13 号执行裁定书、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立即向申请执行人昌吉州玉阳建

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所执行案款 204832.88元，负担该案执

行费 297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湛
江市政综合开发建设集团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以（2021）粤08强

清2号《决定书》指定湛江润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湛江市政

综合开发建设集团公司清算组成员（以下简称“清算组”）。现清算组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1。湛江市政综合开

发建设集团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2。湛
江市政综合开发建设集团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回财产。清算组办公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海景路9号羊城晚报驻湛江记者站四楼湛江润

泰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麦先生，联系电话：13553452144/0759-
2218998。 湛江市政综合开发建设集团公司清算组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湛江市体育中心的申请，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裁定受理湛江保龄球体育馆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指定湛江市粤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文烈、

梁春华组成本案清算组。湛江保龄球体育馆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办理债

权人登记手续；湛江保龄球体育馆的债权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本清算组

地址：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45 号祺祥大厦 19 楼 1903 室；联

系电话：0759-2620507；联系人：许先生、冯小姐。

湛江保龄球体育馆清算组

2018年 12月 20日，本院根据广州粤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市高速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广

州市高速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产核资，广州市高速置业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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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终结广州市高

速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2月9日，本院根据广东景盛置业有限公司、广东荣信

置业有限公司、奥特莱斯置业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冠昇置业有限公

司、广东奥特莱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广东景盛置业有
限公司、广东荣信置业有限公司、奥特莱斯置业广东有限公司、广东
冠昇置业有限公司、广东奥特莱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

止上述公司重整程序。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粤 0881破 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李永记、刘道生的破

产清算申请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廉江市二力
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摇珠确定

“湛江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廉江市二力房地产有限公

司管理人。廉江市二力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1 年 4
月 28 日前，向廉江市二力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吴波）

【通信地址：广东省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35号银隆广场B2311
湛江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524000；联系人：李

迎小姐（电话 13302500133）；蔡律师（电话 13425123896）；邮

箱 761668295@qq.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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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二

力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廉江市二力

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于 2021 年 5
月 11日上午 9时在廉江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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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个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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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廉江市人民法院
（2021）粤19破8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虎门

港支行的申请于2020年12月22日裁定受理东莞市鸿运广场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

26日指定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担任鸿运公司的管理人。鸿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1年3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南城东莞大道116号轨道交通大厦第30楼整楼；联系人：罗海龙律师、

林瑞鸿律师、蔡子华律师，15015478586，13929282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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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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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鸿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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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4月1日10时，地点及需携带的资

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2月1日裁定受理湖北天双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于2021年2月3日指定湖北天双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清算组担任湖北天双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北天双健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1年4月15日前，向湖北天双健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枣阳市南城史岗村六组湖北天双健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邮政编码：441200；联系人：剧晓栋；联系电

话：13871722339；电子邮箱：309297984@qq.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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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双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湖北天双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1年4月24日九时在枣阳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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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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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
科左中旗军盛粮食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20年10月15日根据宋彬、杨慧林的申请裁定受理科左中旗军盛
粮食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管

辖。本院受理后，于2021年1月22日通过随机摇号的方式从内蒙古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选定内蒙古乐民

律师事务所为科左中旗军盛粮食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

人）。科左中旗军盛粮食商贸有限公司应自2021年4月18日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中段北侧

行政小区综合楼401室；联系人：葛玉新、苗雪松：电话：18847621993、
13310399182，0476-8436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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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左中旗军盛粮食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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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1年4月30日上午9时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第三审判

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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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1年2月22日（总第8306期）

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无主财产认领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