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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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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临刑会见制度 保障死刑罪犯权益
◇ 王 斌 张向东

行 政 法 域

◇ 张金涛 利害关系人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
大了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及罪犯的
权利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 《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又在总结近几年我国死
刑复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
善了死刑罪犯临刑会见制度。 该司法
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第一
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 应当告知
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 罪犯申请会
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 人民法院
应当通知其近亲属。 罪犯近亲属申请
会见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并及时
安排会见。” 死刑罪犯临刑会见制度落
实了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宪法原则。
在我国依法保留死刑的现实国情下，
安排罪犯与其近亲属会见， 体现了司
法的人性关怀， 有助于减少罪犯及其
近亲属对社会的抵触、 对抗， 钝化严
厉刑罚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是刑罚
执行文明化、 人道化的重要标尺。

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死刑执行工
作重大敏感， 涉及面广。 罪犯一旦被
宣判死刑， 情绪会产生较大波动， 各
种不测风险会随之上升， 看守所等部
门为防止罪犯自杀、 自残、 伤害同监
羁押人员等极端情况， 通常会派专人
每天二十四小时加强监管。 一些地方
为了防止罪犯被宣判死刑后出现意外

情况， 会督促执行机关尽快交付执行
死刑， 对死刑的宣判和执行分离也持
反对态度。 这就容易导致罪犯依法享
有的临刑会见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或
者即使安排会见， 也是在执行前仓促
进行， 会见流于形式。 我们认为， 随
着我国死刑立法限制和死刑复核工作

取得长足进步， 以及监管条件的逐步
改善， 充分保障每一位罪犯的临刑会
见权是落实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举

措， 也是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要
求。

首先， 转变选择性安排会见的陈
旧观念， 保障死刑罪犯的会见权。 长
期以来， 我国一些地方实行死刑罪犯
临刑会见审批制度， 即认为并非所有
的死刑罪犯都适合安排会见， 罪犯要
求会见的， 要选择性地安排， 是否准
许， 要建立在对案件的舆情反映进行
预测、 评估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会见
的社会效果、 案件的具体情况等由执
行机关进行审批。 这种做法在确保会
见效果的同时， 也容易忽视个别罪犯
享有的会见权益。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
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死刑罪犯依法享

有会见权， 这就意味着， 一旦罪犯提
出会见要求， 人民法院便有职责保障
其能够切实行使这一权利。

其次 ， 应充分保障死刑罪犯及
其近亲属的知情权 。 死刑罪犯有时
因自身法律知识的局限 ， 对依法享
有的会见权并不知悉 ， 或者即使知
悉， 对于会见， 心情亦复杂、 多样，
有的罪犯急切期盼见到近亲属 ， 或
者交代后事， 或者表达忏悔之情等；
有的罪犯自觉愧对父母子女家人 ，
无颜面对 ， 不愿意会见 。 一些近亲
属为见罪犯一面 ， 千里奔波亦在所
不惜 ； 还有一些近亲属则因种种原
因而拒绝会见 。 为了安排好会见 ，
首先及时 、 准确掌握罪犯的意愿 ，
这就需要法院 、 看守所 、 辩护人等
及时告知死刑罪犯依法享有会见权，
由其决定是否提出会见申请和要求。

死刑罪犯提出会见要求的 ， 应将其
近亲属具体联系方式记录在案 ， 并
及时联系其近亲属 ， 避免在宣判死
刑后 ， 因联系不上近亲属而影响会
见工作的开展 。 如果死刑罪犯拒绝
会见的 ， 亦应将其拒绝会见的意思
表示记录在案 ， 并由罪犯签字 、 捺
印。

需要指出的是 ， 会见权本质上
是被核准死刑的罪犯依法享有的权

利， 故人民法院必须依法履行告知义
务， 确保罪犯知悉， 但根据我国刑事
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人民
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并不负有告知罪犯

近亲属有权申请会见的法定职责。 当
然， 如果死刑罪犯近亲属主动申请会
见的， 基于人性关怀， 人民法院亦应
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再次 ， 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 确
保临刑会见的绝对安全 。 在我国一
些地区 ， 羁押死刑罪犯的场所 （看
守所 ） 与执行死刑的场所 （刑场 ）
通常不在同一个地点 ， 甚至相距较
远 。 执行死刑时需要将罪犯从看守
所羁押至刑场 ， 当前 ， 我国一些中
级法院执勤法警人员有限 、 装备不
足 ， 这就增加了羁押罪犯前往刑场
途中的风险 。 如果在执行死刑场所
安排会见 ， 在装备条件不完善情况
下 ， 也增加了会见的风险 。 完善临
刑会见制度必须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通过与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 进
一步规范会见程序 ， 将死刑宣判 、
会见与执行进行分离 ， 明确会见只
能在看守所进行 ， 确保会见工作的
绝对安全 。 由于临刑会见是罪犯与
其近亲属的最后一次会面 ， 是生命
最后关头得到的临终关怀 ， 会见时
容易突发各种意外情况 ， 故有必要
设立单独的 、 固定的会见场所 ， 执
行人员也应分工负责 ， 妥善处置会
见过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

最后 ， 对罪犯近亲属进行必要
教育 ， 确保会见工作顺利开展 。 被
告人从被抓获归案 ， 历经侦查 、 审
查起诉阶段 、 一审 、 二审及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 ， 时间短则一两年 ， 长
则多达几年 。 这就意味着罪犯与其
近亲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曾见

面 ， 而临行会见又是罪犯与其近亲
属最后一次见面。 罪犯近亲属的情绪
既可能因罪犯即将被执行死刑而变得

激动、 强烈， 突发意外情况， 也可能
因对裁判不满而产生强烈的对抗心

理 ， 甚至出现寻死觅活的场面 。 因
此， 在会见前， 案件承办法官应与罪
犯家属谈话， 释明政策精神， 引导他
们遵守相关法律和制度， 结合具体情
况， 必要时可以要求家属签订会见保
证书， 确保不得干扰死刑执行， 以增
强会见的社会效果。

死刑罪犯临刑会见是我国死刑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公民权利意
识增强及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完善， 过
去陈旧观念和做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

形势和要求， 人民法院应增强前瞻意
识、 风险意识， 从执法理念到具体措
施， 进一步贯彻落实死刑罪犯临刑会
见制度， 避免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剥夺
罪犯会见权而引发的社会舆论炒作，
确保我国死刑制度有效贯彻执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侵占罪在我国刑法中是告诉才处理

的犯罪， 属于刑事自诉案件中的第一种
类型。 在司法实践中， 侵占罪案件的比
例很低， 这并非是因为侵占罪的发案率
很低， 而是因为侵占罪案件自诉人启动
追诉非常困难， 自诉人很难获取指控被
告人罪名成立的相关证据， 而且还面临
被告人携带款物逃匿的风险。 因此， 侵
占罪案件的刑事司法在实践中陷入诸多

困境。 各地法院在审理侵占罪案件过程
中， 一方面在立案审查阶段证据标准过
于严格， 多数案件无法得以立案， 被害
人权益损失无法经由诉讼获得救济； 另
一方面， 法院在司法为民的宗旨下， 也
试图以各种方式帮助侵占罪案件被害人

追回损失， 这些措施有的合理有效， 有
的可能有违法之嫌。 如何应对侵占罪案
件的这一司法困境， 充分维护被害人合
法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困扰刑事
法官的问题。 基于此， 本文简要探讨以
下三个方面的应对措施。

一、 合理利用法官的庭前审
查与证据调查职权

庭前审查与证据调查是法官在侵占

罪案件中司法权行使的具体形式。 法官
通过庭前审查， 得以排除不符合法律要
求的案件， 把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于符
合制度目标的案件中来， 并通过证据调
查查明事实真相， 适用法律实现个案公
正。 因此， 法官庭前审查与证据调查权
于侵占罪案件能否经由司法途径解决意

义重大。
与公诉案件的庭前形式审查不同，

侵占罪作为自诉案件， 其庭前审查是一
定程度的实质性审查。 法律及司法解释
要求自诉人应当提交能证明被告人犯罪

事实的证据， 同时， 在立案之后， 对于
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 如果自诉人提不
出补充证据， 法庭也应当说服自诉人撤
回自诉， 或者裁定驳回。 也就是说法官
应当审查自诉的启动是否有一定的证据

基础， 以防自诉人滥用诉权， 随意启动
追诉活动。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往
往过于严格地履行实质性审查职责， 有
的甚至以定罪的证据标准对侵占罪案件

的立案进行审查， 从结果上间接剥夺了
诸多侵占罪案件被害人应有的获得司法

救济的权利。 故而应合理把握侵占罪案
件庭前审查之度， 做到合理配置有限的
司法资源， 同时也能够充分维护被害人
获得司法救济的诉讼权益。

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在职权主义刑事

诉讼制度下是案件事实查明的关键。 在
典型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下， 法官有责
任运用职权进行庭外调查以查明案件的

实体真实， 这种庭外调查不仅可以在法
庭审理过程中休庭进行， 而且可以在庭
审准备阶段实施。 例如， 《法国刑事诉
讼法》 第 310 条规定 “审判长享有自由
裁量权， 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 采
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

施。”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244条第 2
项规定 “为了调查事实真相， 法院应当
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

判具有意义的事实、 证据上。” 而且， 在
自诉程序中， 德国仍然适用职权调查原
则， 法院在自诉程序中仍需自行讯问、
调查， 亦即其必须自行负责以获取作为
裁判基础之事实材料。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认了法官的庭外

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力， 但是为保障法官
的中立地位 ， 强化控辩双方的庭审对
抗， 更加注重对法官被动性的维护。 这
种庭外调查权只能是在庭后调查而非庭

前调查， 是对证据存疑调查而非任意调
查。 然而， 法官的这一被动性的角色期
待主要是为公诉案件而设定的。 在侵占
罪案件中， 被害人既缺乏调查取证的手
段 ， 又不可能获得公诉机关的起诉支
持， 法官作为这一领域仅有的公权力代
表， 如果仍旧固守公诉案件中的角色期
待， 其结果往往是置被害人司法救济于
不顾。 因此， 在面对证据不充分的侵占
罪案件时， 刑事法官虽被动但应发挥主
观能动， 在证据存疑或者自诉人申请法
院调取证据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其审判
职权， 调查收集必要之证据， 以实现被

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

二、 注重运用调解， 促进刑
事和解

在侵占罪案件中， 以调解、 和解方
式结案不仅是化解当事人双方纠纷的法

定机制， 而且也是化解侵占罪案件司法
困境的有效途径。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
在侵占罪案件中的调解并不仅限于诉讼

中的调解， 也体现于诉前干预措施。
诉前干预是指在侵占罪案件立案审

查阶段即指派法官围绕当事人双方间的

纷争开展调解工作， 司法权在诉前提前
介入并干预， 以非诉讼化的手段解决纷
争。 在司法实践中， 针对侵占罪案件所
采取的诉前干预有一定的实际效果。 部
分侵占人震慑于法院权威以及追诉活动

启动后可能的不利后果， 经由调解在诉
前即及时给付了所侵占的款物， 充分维
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避免了
诉讼启动后审判资源的浪费。 司法权对
侵占罪案件的诉前干预类似于民事案件

的诉前调解工作， 其处置的对象也是受
害人可以处置的侵占罪案件。

除此之外， 如果侵占罪案件追诉活
动得以顺利启动的话， 法官也注重在审
理过程中以调解或者当事人双方和解的

方式结案。 尤其是在指控的犯罪证据比
较薄弱的情况下， 从裁判的社会效果着
眼，法官不宜直接以证据不充分而驳回起
诉，或者径行裁判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
不能成立。 在此情形下，法官依职权适度
发挥主观能动， 借助一定的司法智慧，依
法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和解协
议或者得到被告人的认罪，于侵占罪案件
司法困境的缓解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 建立侵占罪案件的司法
协作机制

司法实践中， 为解决侵占罪案件审
理中的证据问题以及被告人归案问题，
法院会与公安、 检察机关建立侵占罪案
件处理的司法协作机制。 鉴于侵占罪案
件与属于公诉的财产犯罪案件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 ， 比如盗窃罪 、 诈骗罪等案
件， 被害人在案件突发之后也并不明确

自诉与公诉的区分， 多是选择向公安机
关报案， 该协作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接
受报案后先予立案侦查并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及时控制嫌疑人， 如公安机关可以
比较明确地判断案件属于侵占罪的， 应
通知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并及时将案件及

相关证据移交法院， 同时法院在决定立
案后即出具逮捕决定书， 由公安机关执
行逮捕， 避免被告人逃避审判下落不明
的情况发生。 对于公安机关无法准确判
断是否属于侵占罪的案件， 可先以公诉
案件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法
院在审理阶段确认应当为侵占罪的， 可
告知被害人及时提起自诉并借助于侦查

机关所收集的证据以及对被告人的控制

展开审判工作。
在司法权与侦查权建立起来的协

作机制中 ， 司法权尽管表现出极大的
积极性 ， 直接从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并
出具逮捕决定书 ， 或者在公诉机关起
诉后发现案件属于侵占罪而改变定性，
但是从司法权的运行规律来看 ， 司法
权在协作机制中并没有明显违背诉讼

规律之处 。 法院接受案件的前提是被
害人已经提起自诉 ， 而根据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 ， 自诉案件中法院有权在认
为被告人有脱逃风险的情况下对其采

取强制措施 。 这种协作式的司法模式
不仅有效解决了被告人及时到案的问

题 ， 而且也借助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
及时收集指控犯罪的证据。 综合来看，
协作机制的建立于侵占罪案件司法困

境的缓解乃至破解极有意义。
然而， 协作机制毕竟缺乏必要的权

力制约途径， 对于个别影响恶劣或者具
有特殊原因的侵占罪案件， 法院可能直
接以协作之谊要求公安机关以公诉案件

侦查并逮捕犯罪嫌疑人， 待检察机关起
诉到法院之后再行变更定性。 此举看似
符合协作机制， 但从本质上来讲却置法
院于主动追诉之地位， 违背了起码的诉
审分离原则， 从司法的长远利益来看并
不可取。 因此， 在实践中当谨慎开展此
司法协作机制， 并确保司法权在其中的
权力运行始终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案情

2009 年 3 月被告卫生局在第三人
赵某提交的审批材料初审意见、 主管领
导意见、 局长审批栏中无签字、 无公章
的情况下为赵某颁发了 《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2009 年 4 月尹某因咽痛到
赵某的卫生室就诊， 输液过程中尹某出
现抽搐等症状，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司
法鉴定部门认定尹某的死亡赵某具有一

定的因果关系。 2009 年 9 月尹某的丈
夫杨某以被告卫生局严重违法为第三人

赵某颁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为
由 ， 认为被告卫生局使赵某行医合法
化， 并导致尹某死亡， 请求法院确认该
许可证无效， 并判决被告卫生局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 杨某和被诉行政
许可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具有
原告资格， 且行政许可机关违法许可，
主观上存在过错， 应当与第三人赵某按
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 原告杨某不具有

原告资格。 造成尹某死亡的是赵某， 应
由赵某承担民事责任， 尹某的死亡与被
告卫生局的颁证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 应驳回原告杨某的起诉。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杨某不具有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应驳回原告杨某的
起诉。 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 ， 从原告资格认定层面来分
析。 因本案涉及行政许可， 根据行政诉
讼法、 行政许可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解释的规定， 行政许可诉讼的原告主
要包括以下几类： 1.行政行为相对人，
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组织

或者个人， 包括行政许可申请人、 被许
可人以及被行政处罚人。 2.行政行为相
关人， 即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法
律上的利害关系， 对该行为不服而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组织或者个人。 主要
包括： 相邻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 根据
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 “不动产的
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
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
处理截水、 排水、 通行、 通风、 采光等

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
者损失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 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
定， 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
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公民、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中
杨某既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中的 “行政
许可申请人”、 “被许可人”、 “被行政
处罚人 ”， 也不属于行政相关人中的
“相邻权人”、 “公平竞争权人”。

其次， 从法律上利害关系层面来分
析。 行政法律有关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主
要涉及两个条文： 即行政诉讼法第二十
七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十二条规定的： “与具体行政行
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对于 “利害关系” 的判断
标准， 笔者认为应考虑 “直接充分性”。
即具体行政行为可能直接、 充分影响到
关联人的利益， 而不是间接影响， 这样
的关联人， 才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享有
原告资格。 同时， 在排他性行政许可行

为中， 同等条件的申请人被许可权因许
可行为被彻底排除， 其受到的影响可以
被认为 “直接、 充分” 利益受损， 此类
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进入司法审

查程序。 本案中， 卫生局违法发许可证
的行为既不是 “排他性许可”， 也不是
导致尹某死亡的直接原因， 而是经司法
鉴定部门认定， 赵某的治疗与尹某的死
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再次， 从医疗事故层面来分析。 在
本案非排他性的许可中， 其他公民与许
可事项直接相关的权益并未因此受到限

制和损害， 而其他与被许可事项间接相
关的权益， 即使受许可行为影响也不应
作为直接利益予以保护。 对于这类权益
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
径解决。 所以， 尹某到赵某的医疗机构
就诊， 发生了死亡的结果， 经鉴定尹某
的死亡赵某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应根
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来处

理： 即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
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 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
院）

北京市钦园文化交流中心：本院受理的北京市海淀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你单位为黄玉丽补缴 2007 年 3 月
至 2011年 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82 098.21元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准予执行裁定。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张原子、马代丽：申请执行人天津市索坤工贸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天津市红石美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依法变更你们为本案被执行人。 现依法现你们公告
送达（2013）宝执裁字第 3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本公告送达期满后十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天
津市索坤工贸有限公司清偿债务 55410 元及逾期利息，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黄绍飞,罗燕清：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虹口支行诉黄绍飞,罗燕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申请执行（2012）虹民五(商)初
字第 310 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委托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对上海市杨浦区政和路 388 弄 37 号 201 室进行评估， 已作
出沪信衡估报字（2013）第 F00900 号评估报告书。 自发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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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林惠忠、王慧芳：本院依法立案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安支行、张序彪、钟奇全、宁德德盛商贸有限公司、郑
惠月、李玉祥与你们的系列执行案件，本院拟拍卖你们名下的
福安市城北棠兴路 258 号凯兴小区 3 号楼 2 层 201 房，并暂定
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因你俩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俩
公告送达本院（2013）安执行字第 302 号拍卖裁定书、第 302-2
号搬迁通知书、第 302-3 号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各一份，
责令你们在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两个月内迁出该房屋。 逾期不搬
迁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公告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陈雪容、郭林生：本院依法立案执行张淑香、黄天英、曾幼
萱、谢灿英、陈惠兰等与你们系列执行案件，因你俩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俩
公告送达福建华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闽华

成评报[2013]房字 1130号评估报告。 本公告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有异议请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重
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谢德通： 本院受理李树河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揭中法执字第 6-3 号执行裁定书及
（2013） 揭中法执字第 6号执行结案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松峰、薛皓、刘素群：本院已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分别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金执字第 182-1、201-1、202-1 号执
行裁定书， 对你们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65 号江山
商界 9层 911号 （产权证号：1001066623）、902号 （产权证号：
1001066621）、905 号（产权证号：1001123951）房产三套予以评
估、拍卖。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于
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来本院参与选定评估机构， 逾期不
参与选定评估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机构将该房产予以
评估。 限你们于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
告及参与选定拍卖机构，逾期不领取评估报告或不参与选定拍
卖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拍卖机构将该房产予以拍卖。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姚锟、杨青：本院受理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申

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申请人南昌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申请执行（2013）湾巡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
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湾巡执字第 6号被执行人
须知、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苏州荣登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七彩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李
祖街、郑建海、卢爱芬、程军、钱雪云、卢忠成、张海荷：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常熟市理尔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企

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熟执字第
0788-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本院（2013）熟执字第 0788-2号民
事裁定书（拍卖、变卖）、苏州拓普森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苏
州）拓普森[2013]（估）字第 0199号、020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各一
份。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并履行本
案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苏州

腾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苏州腾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徐建中因
欠款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长执恢字
第 1号执行裁定书：一、将苏 E2B589、苏 ES9199、苏 ES9609、苏
ES9619的 4辆客车按照评估价格 1452542.00 元抵给申请执行
人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二、将苏 ES8990、苏 ES9088、苏 ES9005、
苏 ES9077 和 车 架 号 为 LFNOSMFT3A3000831、
LFNOSMFT5A3000832的 6辆太湖牌客车， 按第二次拍卖流拍
价格 1407000.00元抵给申请执行人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三、上
述 10 辆客车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时转移给申请执行人一汽财
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可持本裁定书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
关车辆过户、转籍等手续。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北金城大连路桥工程建设公司， 因你公司未完成履行本院
（2004）甘民初字第 498号民事调解书对你公司确定的义务，本院依
法查封了你公司（卢圣华名下）所有的位于瓦房店市仙浴湾镇望海
村福田 9号别墅，产权证号瓦房执字第 1504293号，现向你公告送
达查封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
债务，将评估拍卖上述房屋。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衣庆全、郑美凤：本院受理的王令同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2）庄执字第 877-2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位于庄河市大郑镇钟屯村刘店屯、建筑面积为 88
平方米的四间瓦房 （产权证号为庄村房执字第 0110375 号）及
其附属建筑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宋义新所有。
该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开原市兴源黄板纸厂及其法定代理人张殿生：本院受理开

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开原市兴源黄板纸厂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 本案在执行中，需对开原市兴源黄板纸厂已
抵押给开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位于开原市兴开街八里乔

子村的 146.88■厂房（产权证号为 116000336）及该厂房占用的
990■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取得，地号 33-2）和位于开原市兴
开街八里桥子村的开原市起重设备销售处所有的 408.56■的
厂房（产权证号为 116000337）及该厂房占用的 2648.6■的厂房
（产权证号为 116000337）及该厂房占用的 2648.6■土地使用权
（通过划拨取得，地号 33-3）进行评估及公开拍卖。经评估，上述
资产评估价为 839，937.00元。 现向你厂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结果有异
议， 请你厂自本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本院将依法进行公告拍卖。 [辽宁]开原市人民法院

林青虎：铁岭海光家具有限公司与辽宁达斯可家具有限公
司执行一案，因你公司拒不执行，追加你为该案被执行人，对你
公司罚款 50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铁县执字第 266
号执行裁定书、罚款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铁岭县人民法院
银川市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孙庭恒：本院受理马银华申

请执行银川市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孙庭恒、银川昊天物资有
限公司、银川金茂物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
人银川市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孙庭恒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现依法进行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孙庭恒名下位于四川
省成都市锦江区顺江路 81 号粼江峰阁 4-3-2603 号房、位于成

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528 号御都花园小区 44 号楼 3 单元 3 号
房、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528号御都花园小区 44 号楼 10
号房-1 层车库及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266 号凤凰城一
期 6 栋三单元 1302 号房 （监证号分别为：1698178、2923981、
2923982，备案号：949746）房产，现向你及你公司公告送达选择
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上午 10 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技
术室公开选择评估机构，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到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公开选择拍卖机构。 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昌泰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鑫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晋
中开发区浅水湾大酒店、山西同力达电业工程有限公司、山西
省榆次长兴焦化有限公司、范明远、范金鑫、李云龙：本院受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执行（2012）并商初字第
44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岳路波：本院受理王永青申请执行（2013）潞民初字第 450
号民事调解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潞执字第 129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潞城市人民法院

马宏刚：本院受理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申诉人李清与
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甘民提
字第 17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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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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