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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淮安中院开庭审理全国首例烈士民事公益诉讼案
被告被判在七日内登报公开道歉
本报讯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 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烈
士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江苏省淮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当庭判
决被告曾某于七日内在本市市级报纸上
公开赔礼道歉。
5 月 12 日，湖南籍消防战士谢勇在
扑救淮安市一小区火灾事故时英勇负
伤 ， 经 抢 救 无 效 壮 烈 牺 牲 ， 年 仅 21
岁。谢勇牺牲后，被公安部批准为烈
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江苏
省公安厅为谢勇追记一等功；淮安市人
民政府追授谢勇为“灭火救援勇士”；
共青团淮安市委、淮安市青年联合会
为谢勇追授“淮安五四青年奖章”。在
讴歌和哀悼声中，网民曾某却在微信
群 中 公然发表极端性、 侮 辱性 言论，
在 被 别人劝阻时继续发 表挑衅 言 语。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
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的条款规定，淮安市人民
检察院向淮安中院提起侵犯英烈名誉
权的民事公益诉讼。
淮安中院立案受理后，根据今年 4
月 27 日公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陪审员法》 有关规定，经研究依
法 组 成 “3 名 法 官 +4 名 人 民 陪 审 员 ”
的七人合议庭对该案件进行审理，这
是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人 民陪审员法》
实施后，淮安中院首次适用七人合议
庭审理公益诉讼案件。该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赵文担任审判长，与民一
庭庭长蒋其文、法官季明丽以及 4 名
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

案。4 名陪审员均是从人民陪审员名单
中随机抽取确定，包括退休人民教
师、电视台编辑、社区工作者、企业
职员等来自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专
业背景的普通群众，具有一定广泛性
和代表性。陪审员当庭询问了被告
“发表微信时是什么想法”“有无在微
信群中公开道歉”等问题，与法官们
一起查清事实。庭审中，曾某表示充
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达了对自己
行为的悔恨，主动宣读了道歉信并深
深鞠躬。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曾某利用微
信群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
曲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对谢勇烈士的
精神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言论
自由的范畴，构成了对烈士名誉权的侵
害，诋毁烈士形象是对社会公德的严重

挑战，曾某的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民法总则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的规定判处曾某于
七日内在本市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内容先由法院审核）。如曾某
拒不履行，法院将在市级报纸上公布判
决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曾某承担。
十余名省市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
以及数名消防战士、社区群众参加了旁
听，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开庭现
场。淮阴师范学院法政学院的谢雨博士
认为，法院判决合理合法。市人大代
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徐翠婷
认为，本案的公开审理具有很强的警示
教育意义，不仅能够切实维护英烈形
象，而且有助于形成“尊重英雄、争当
英雄”的良好风尚。
（赵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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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宣判一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
五被告人私制有毒海藻菜被判刑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茂名市电
白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食品安全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一审宣判，以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分别判处李某生等 5 名被告人五年至
一年零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 1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罚金。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部分，判决 5 名被告人支付惩
罚性赔偿金合计 315 万余元，支付无
害化处理费用 11 万余元，并在省级
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2016 年 6 月至 12 月，李某生在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
非洲进口含铝残留严重超标的海藻麒
麟菜食品原料约 382 吨。期间，李某
生在未对该海藻麒麟菜食品原料进行
任何安全检测的情况下，出售给严某
燕、严某、蔡某仔、符某玉等 4 人共
计 196 吨，价值 94 万余元。严某燕等

4 人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在各自加工场里非法使用硫酸铝
铵等对海藻麒麟菜食品原料进行加工
并出售，销售金额合计 31 万余元。
经查，涉案海藻麒麟菜食品原料、成
品、半成品均检测出铝残留，已达到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生
等 5 人的行为，均构成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且侵害了众
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危
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并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将现
存的海藻麒麟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根
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
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态
度，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陈虹伶 招群明）

非法收购并出售鹅喉羚
哈密五被告人被判刑并处罚金

买彩票中 600 万 奖金却被冒领
冒领者拒不返还奖金被判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杜 磊） 安徽省阜阳市彩民李某
委托彩票店投注，中了 600 万余元大
奖，却被彩票店主串通亲戚冒领。法
院判决彩民胜诉后，冒领者拒不返还
奖金，也无法合理说明奖金去向。近
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终审裁定，维持一审以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
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
罚金 4 万元。
2012 年 12 月 11 日，李某通过电
话委托阜阳市颍泉区一家彩票店老板
潘某帮助购买打印 2012146 期双色球

彩票。当天 21 时 30 分，这期彩票开奖，
李某委托潘某购买的彩票中了 600 万余
元大奖。潘某向李某隐瞒该彩票中奖的
事实，将中奖彩票交于其妻哥哥王某，
让
王某作为中奖彩票持有人到安徽省福彩
中心领奖。同年 12 月 13 日，王某到合肥
领取了扣除个人所得税、给爱心基金会
捐款后的彩票奖金 478.9 万余元。2012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王某采取现金支
取的方式在阜阳市 10 多家农业银行将
该笔款取出后藏匿。
后李某以委托合同纠纷案由起诉王
某、潘某。阜阳中院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判决潘某与王某共同返还李某涉案彩
票中奖奖金 483.9 万余元。王某、潘某

不服，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王某、潘某没有主动
履行生效判决。李某向阜阳中院申请强
制执行。
2014 年 10 月 14 日，阜阳中院对该
案立案执行。2015 年 1 月 9 日，该院对
潘某执行拘留，由于王某下落不明，同
年 1 月 26 日移送公安机关对其协助查
控。2015 年 3 月 17 日，阜阳中院将二
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5 年 4 月 8 日，阜阳中院以王某
与潘某将彩票款隐匿、转移，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潘某、王某陆续

三次司法拘留仍继续耍“赖”

临湘一男子因刑事自诉被判拒执罪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陈 希） 被执行人在具备执行能
力的情况下，被司法拘留 3 次，但仍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6 月 11 日，
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望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2010 年 12 月，李某康驾驶着无
证二轮摩托车搭乘着吴某珍与李某望
驾驶的无证三轮摩托车相撞，导致
李某康、吴某珍受伤。后李某康、
吴某珍二人将李某望告上法庭，索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王 晶） 6 月 12 日，湖南省郴州
市苏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郴
州市首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
公诉案件并当庭宣判。被告人范某因
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七个月。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14 年 12
月，因范某和其儿子范某诗 （另案
处理） 向李某借款 40 万余元迟迟不
归还，苏仙区法院依据出借人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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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赔偿。2012 年，临湘法院判决，由
李某望向原告赔偿 7 万余元。判决生
效后，李某望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赔
偿义务。
2012 年，李某康、吴某珍向临湘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曾多次
找 到 李某 望， 要 求其 履行法定义 务，
但李某望却一直拒不履行。执行法官
先后以拒不履行和拒不申报财产为
由，对李某望司法拘留 3 次。但多次
“蹲号子”的李某望仍不思悔改，继续
耍“赖”
。

2018 年 5 月，李某康、吴某珍向临
湘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追究李某望的刑事责
任。进了看守所的李某望这次真的慌
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不赔偿的行
为已经构成犯罪了！他赶紧联系自己的
家人，要家人凑齐了全部执行款立马汇
入了法院账户，以求法院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望从
事酿酒、刻碑行业及务工，有较为稳定
的收入来源，但是在民事判决生效后的
五年多时间内一直未履行法定义务，致

私自出售法院查封房屋
被告人犯拒执罪获刑七个月
申请，裁定查封了范某位于郴州市八
一路一套房屋，并于 2015 年 6 月判决
范某、范某诗向李某支付本息 40 万余
元。判决生效后，两人仍然躲着不还
钱。

送达执行文书
苏立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广东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长汽
开民初字第 119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
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 0192 执 136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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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惩戒措施。
[吉林]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镜高：关于申请执行人蒋正华与被执行人李镜高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粵
0391 民初 1592 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下列法律文书：一、
（2018)粵 0391 执 427 号执行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本院责令被执行人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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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倍债务利
息、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二、
（2018)粵 0391 执 427 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一）被执行
人李镜高未在指定期间内履行的，应当于期满后 5 日内如实申报
当前以及收到执行令之日前 1 年的财产情况，并填写财产申报表
交至本院。如拒绝申报或者虚假申报的，本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二）查封、冻结或划拨被执行
人李镜高的财产（以人民币 1022010.00 元及利息、违约金、仲裁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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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执行过程中，本院通过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
展中心“房地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对上述房产进行市价查询，
评估结果为上述房产现值人民币 1554077.00 元。现申请执行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处分上述财产以清偿债务。四、
（2018)粵
0391 执 427 号执行裁定书之一，主要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镜
高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东方半岛花园 15 栋 906 号房产
（房产证号：6000052936)以清偿债务。五、如对上述财产享有优先
购买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7 日内书面
向本院提出并附有关证据材料（联系电话：86705926），提交地
点，诉讼服务中心。逾期不提出的，本院将视为放弃有关权益，并
不影响处分上述财产。
[广东]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忠祥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忠、于亚萍：郭友丽

2017 年 5 月，苏仙区法院依法上网
拍卖该房屋，后因无人竞买流拍。2017
年 7 月，该院决定再次将该房屋上网公
开拍卖，孙某于 9 月通过网上竞拍购得
该房屋。从法院拿到房屋钥匙后，孙某

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作出
（2015）七执字第 42-25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给付申请执行
人郭友丽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95.65 万元。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七执字第 42-25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怀兵、倪惠珍：本院在受理申请执行人姜德明与你们的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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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鄂0704执
52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2017)鄂0704执525号执行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一、责令你们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申请执
行人姜德明偿还借款本息和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
用，合计人民币：720540.30元；二、逾期未履行法律义务，本院决定
将依法查封的被执行人周怀兵、倪惠珍共有的位于鄂州市鄂城区
长江天下12栋3单元7层东户房屋（产权证号100813399）、及位于
鄂州市凤凰北路16号阳光苑1层27号房屋（产权证号100813674）
进行评估、拍卖、变卖。同时向你们送达选取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
及现场勘查通知书，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第10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 9 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拍卖机构；自本公告期满
之日起第15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上述房屋所在地现场进
行勘查。逾期你们不到场参加选取、勘查，视为你们放弃权利，本院
将采取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拍卖机构。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丹东鑫菊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杨倩与被执
行人丹东鑫菊贸易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送达（2017）辽0602执13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资
产申报表。责令你公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立即履行
（2015）元民三初字第 0007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
本院报告财产。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金铁峰：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丹东市圣亚物资贸易中心
与被执行人金铁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
辽 0602 执 35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资产申报表。责
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立即履行（2015）元民三初字
第 0014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本院报告财产。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柳春和、贾静：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2017 年 5 月，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潘
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颍州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不能对此
巨额奖金的去向作出合理说明，
对法院
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其明知应承担
还款义务，
仍拒不配合执行，
在其被采
取强制措施后，
仍然没有如实供述中奖
彩票款的去向，
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
告财产情形，
应系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王某、潘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
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造成他人巨
额财产损失，
属情节特别严重，
二人的
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潘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拒不
执行判决、
裁定罪，
系累犯，
依法应从重
处罚。一审判决后，
两被告人不服，提
出上诉。阜阳中院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使自诉人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认定为
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遂
作出以上判决。
此外，临湘法院当天还集中宣判
了另外 2 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两案被告人陈某、李某平均因曾拖欠
他人货款而被告上法庭。陈某拥有奥
迪高档汽车等财物，有能力履行而
拒不履行，且拒不交付指定的被查
封车辆，情节严重。但其因与自诉
人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可从
轻处罚。故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李某平则因在法院
判决生效后，拒绝申报财产状况、拒
不腾空被查封房屋，且账户内曾发生
大额交易往来，情节严重，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发现该房屋的门锁屡次被更换，这才
得知，范某私底下已经将房屋出售，
且所得的 40 万元房款并未上缴到法院
指定账户用以归还欠款，而是用于投
资及个人开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范某对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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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被告人范某认罪态度较好，可对其从
轻处罚，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胡敏杰） 近日，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张
某等 5 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案维持一审判决，张某
等 5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高一年不等
刑罚，并处相应罚金。
鹅喉羚，又称长尾黄羊，偶蹄
目、牛科，颈细而长，因雄羚在发情
期喉部肥大，状如鹅喉，故称为鹅喉
羚。属典型的荒漠、半荒漠区域生存
的动物。
2015 年，张某通过谢某 （另案
处理） 得知家住哈密市二堡镇某村的
陈某 （另案处理） 在其住宅附近的水
渠内捞取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鹅喉羚死体对外出售。2015
年至 2017 年 1 月，张某在明知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鹅喉
羚的情况下，以 200 元至 400 元不等
的价格非法收购鹅喉羚死体 18 只，
有 14 只非法出售。其中周某以每只

汕尾中院开庭审理涉假币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 3000 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汕尾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烈武等 4 人涉
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一案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
汕尾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张烈武通过被告人林力群介绍向被告
人许明宏购买假币，许明宏随后联系
向同案人刘桂斌 （另案处理）、被告
人范志梅购买假币。2017 年 7 月 21
日，被告人张烈武雇请司机邓立军
（另案处理） 驾驶鄂 A 牌小轿车从湖
北武汉到广东深圳，次日中午，张烈
武只身前往陆丰市甲子镇与被告人许
明宏、林力群商谈假币交易价格，后
与林力群、范志梅、李尾 （另案处
理） 一起乘坐由许明宏驾驶的粤 B 牌
小轿车前往汕尾市人民医院对面海边
公园凉亭进行交易。
当天 17 时许，另一假币购买人
徐建 （另案处理） 驾驶粤 S 牌小轿
车由深圳出发到达现场，同案人李尾
从许明宏手上拿到一张一百元的假币
样本交给徐建，徐建看后，则将准备
好的现金人民币 9 万元交给李尾，李
尾则递给了许明宏。18 时许，邓立

白妙丽、贾波、巴彦淖尔市农垦金葵肥业有限公司：本院正在执
行的你们与内蒙古五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法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内 7101 执 20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
达期满后3日内履行（2017）巴五执证字第21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下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14日（总第7382期）
列义务：
（1）给付申请执行人内蒙古五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受理费/元、申请执行费35600元，由
公司丹东分行与被执行人柳春和、贾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贷款3320000元及利息；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辽0602执33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 你们承担。如逾期不报告财产又不履行给付义务，本院将你们依法
书、资产申报表。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立即履行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本
（2015）元民三初字第00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本 院发现你们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随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本公告自
院报告财产。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内蒙古]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新疆恒信康达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赵志恒、赵艳飞：本院受理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刘刚：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刘伟与被执行人刘刚劳务合同纠 的申请执行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融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辽0602执10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 你们、许建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依
申报通知书、资产申报表。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立即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新2327执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规
履行（2017）辽0602民初51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本 避执行责任告知书、执行监督告知书、执行裁定书（查封新疆恒信康
院报告财产。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 达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红旗农场七连养殖区设施农业用地120
亩及 4 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兵房字 6107 第 N4096 号、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李凤龙：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吉与被执行人李凤龙民间借贷 4097 号、4098 号、4099 号，房产总面积为 8619 平方米）自公告之日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辽0602执13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申报通知书、
资产申报表。
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立即履 定的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给付义务，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机构并
[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
行（2016）辽0602民初1119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同时向本院 对查封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马福邦：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吉木萨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报告财产。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依法向你公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王健宇：本院受理原告万隆正邦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诉你融 告送达（2018）新2327执7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规避执行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辽0203民初 责任告知书、执行监督告知书、执行裁定书（查封马福邦名下位于吉
420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对车牌号为吉AR200D奔腾牌汽车(车 木萨尔县老城南西巷路文化小区3幢底商住宅商7号商铺1套，房屋
架号LFP83ACC2F1D35448，发动机号V69030)所有权归其所有，被 所有权证号为：吉房权证2013字第00015705）。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被告于本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车辆租金6500元。被告于本判决 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给付义务，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机构并对查封
[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5120元。
案件受理费1781元、 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陈胜安、新疆世纪百盛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乌鲁木齐
公告费690元，合计2471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市诚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陈胜安、新疆世纪百盛大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案号为（2017）新 0103 执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1009 号，执行中，因被执行人陈胜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给付义务，故本院将被执行人陈胜安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公 告

600 元 的 价 格 从 张 某 处 非 法 收 购 5
只，郜某以每只 400 元的价格从张某
处非法收购 5 只，宋某甲以每只 600
元的价格从张某处非法收购 3 只，宋
某乙以每只 600 元的价格从张某处非
法收购 1 只。
出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需要，
坚决打击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的犯罪行为，防止给偷猎者捕杀等犯
罪销赃创造有利条件，对于非法收
购、出售野生动物死体的犯罪行为亦
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经一、二审法院
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1989 年 1 月 14 日经国务院批准
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将鹅喉羚确定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2013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目前新
疆拥有 15 万至 20 万只鹅喉羚，其被称
为高原的优雅生灵，但近年来由于偷
猎者的捕杀、自然灾害等，
新疆北部的
鹅喉羚种群数量下降了 50%以上。

军与张烈武等人汇合后，张烈武叫邓
立军将车拿给范志梅，范志梅则驾驶
鄂 A 牌小轿车将六袋共计约 2400 万
元假币运到现场，当许明宏、李尾、
徐建共同将其中一袋约 400 万元的假
币从鄂 A 牌小轿车搬到徐建驾驶的粤
S 牌小轿车后备箱时，被告人李尾、
徐建、许明宏、范志梅、林立群、邓
立军、张烈武等人被伏击守候的公安
民警当场抓获，现场缴获现金人民币
9 万元，在鄂 A 牌小轿车缴获伪造第
五套 2005 版 100 元面额人民币五袋，
共计 1992.6 万元，在粤 S 牌小轿车缴
获伪造第五套 2005 版 100 元面额人民
币一袋，共计 400.36 万元，以上缴获
疑似伪造货币经鉴定均为假币。
庭审过程中，汕尾中院对被告人
张烈武等 4 人涉嫌出售、购买、运输
假币罪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
公诉机关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向法庭
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据已经过控辩双
方的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发表
了自己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该案法院将择日宣判。
（史小君）

庄镇住宅小区三区 2 栋 609 号房屋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新疆驰
远天合中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
住宅小区三区 2 栋 609 号房屋作出评估，评估价格为 1166065 元
（大写：壹佰壹拾陆万陆仟零陆拾伍元整），现公告向被执行人陈胜
安送达评估报告书。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符小明、杨飞、凌云（合肥中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肥书达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肥荣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信诈骗团伙
案件被害人：本院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对刑事裁判涉财产性
判项进行了执行，将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按比例发还
给被害人。请被害人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9 日（节假日除
外）携带身份证到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款项。浙江
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 86 号；
联系电话：0573-87017051，87017107。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无助财产认领
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雷勇认定财产无主一案。
申请人雷勇申请称,黄石港区沈家营冶电一村104-28号房屋系陈威生
前财产,2017年11月6日陈威自杀身亡,其生前未婚,父母双亡,亦无兄弟
姊妹。
黄石港区沈家营冶电一村104-28号房屋现因无人继承亦无人接
受遗赠,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故而申请人请求依法认定黄石港区沈家营冶电
一村104-28号房屋为无主财产并判归国家所有。
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
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
并
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无人认领的，
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
无主，
收归国家所有。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刘乐（公民身份证号：
42900119xxxxxx0453）: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张丹阳与你车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18）襄仲立字第44号。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
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举证通知、
组庭通知、
证据规则、
关于选定仲裁员的通知、
开庭通知等材
料。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前述法律文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
提交答辩书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逾期本委将在本公告送达期满15日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襄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18年9月19日9时在本委（联系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
溪路文创产业园四楼，
联系电话：
0710-3519692）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襄阳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