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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以利益平衡为出发点 构建和谐劳动法律关系
沈建峰

督察问责让虚假统计数据现原形
张智全

法治时评 ▷▷

短评

涉腾房案怎样执行
易夕寒 楚 仑

出台惩治虚假诉讼司法解释 推动当事人诚信诉讼
张海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快的经济
发展速度与缺位的社会诚信体系矛盾
愈加凸显，“利益至上”的观念冲淡了
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社会普遍道德
约束。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违信问题
尤其严重，比如虚假诉讼、恶意诉
讼、无理缠诉、提供虚假证据、故意
逾期举证，等等。当事人违信诉讼行
为正在考验着各项民事诉讼原则与
制度，侵蚀着民事诉讼的价值根基。
因此，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之一被
引入民事诉讼法，为判断当事人诉讼
行为的主观意图是否善意提供标准与
尺度，这对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诚实守信核心价值观
具有重要意义。但诚实信用基本原则
是伦理性和抽象性规则，在缺乏具体
制度规定的情况下仅具有一定的教化

和宣示作用。因此，为实现在司法实践
中正确适用该原则，需要着力构建具
体的违信惩戒和追责机制，增加当事
人的违信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
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以下
简称《规划》）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
关于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司法解释，
推动当事人诚信诉讼”，这对于落实民
事诉讼法关于诚信诉讼的要求意义重
大。对于出台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司
法解释，我认为应重点加强以下两个
方面的工作。

一要构建违信惩戒机制。民事诉
讼中当事人的违信诉讼行为亵渎司
法权威，应当依法严惩，增加其违信
成本。第一，建构强制措施惩戒制
度。允许法官在法定罚款幅度与拘

留期限范围内，根据当事人违信诉
讼行为的恶劣程度等情形决定具体
的惩罚方案。第二，强力实施联合信
用惩戒。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单位构
建信用惩戒网络，形成多部门、多行
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违信诉讼行为
惩戒体系。

二要构建违信追责机制。民事诉
讼中当事人的违信诉讼行为还会侵
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严格
追究其违信责任，补偿其他当事人的
损失。第一，落实责任费用转移机制。
无论裁判结果如何，当事人都应承担
因其违信诉讼行为而使其他当事人
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第
二，严格追究违信诉讼行为人的侵
权责任。若当事人违信诉讼行为造成
其他当事人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建

议在补偿原则的基础上设置惩罚性
赔偿制度。

民事司法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
重要一环，应当充分发挥其教育、评
价、指引、规范功能，助力我国社会诚
信体系的完善。通过构建违信惩戒和
追责机制，落实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基
本原则，可以实现在民事诉讼中弘扬
社会主义诚实守信核心价值观的目
标。

（作者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过四个
体系性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
解释，此外还有若干涉及人事争
议、《工会法》等具体问题的司法
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有的出台于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 颁布之前，有的颁布后社
会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化，因此有些规则与法律规定
已不完全一致，有些与社会经济
发展不完全适应；同时，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劳
动争议审判中的新问题，还需要
通过司法解释进行明确。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修订和
完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有其必要
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司法解
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工作规划 （2018—2023）》（以
下简称 《规划》） 以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为目标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规划》明确劳动争议审判双保
护的理念，并且突出了劳动争议审判
寻求平衡的要求。坚持依法保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维护用人单位生
存发展并重是近来我国劳动争议审判
工作中反复强调的理念。劳动关系是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关系，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结构性的力量失衡出发，劳动法存在
大量保护劳动者的规则，劳动法具有
保护法的色彩，但同时劳动法又是协
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权利和义务
关系的规范，具有秩序法色彩。因
此，在适用劳动法律解决劳动争议的

过程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
进、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两个角度
均不可偏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

《规划》进一步提出了“找准利益平
衡点”，也即在劳动者利益和企业利
益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劳动关系协调的
要求。以上理念和要求对于市场经济
条件下实现劳动关系和谐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规划》从用工关系这一更宏观
的角度考虑劳动力提供者与企业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方
式非常多样，当事人与企业之间的
法律关系因此也非常多样：当事人
之间如存在依附性劳动，则是劳动
关系；如不存在依附性劳动则可能
是承揽、委托以及其他劳务关系。
这些用工形式在我国都是使用他人

劳动力的合法形式，都应得到法律
的保护，司法机关也应尊重企业选
择合法用工形式的自由！同时，在
不同的用工形式中，劳动力提供者
和用人单位之间权利配置的情况并
不相同，司法解释和审判工作应根
据当事人之间不同的用工形式来平
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这个角度
来看，和谐劳动关系更广泛的内涵应
当是和谐用工关系。

《规划》既提出了修改完善劳动争
议司法解释的要求，又为如何修改和
完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指明了具体的
方向和思路，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和谐用工关系，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别给孩子一条“毒跑道”

据媒体报道，从9月1日开学至今，湖北
省武汉市藏龙二小不断有学生出现流鼻血、
呕吐、身体起疹子等症状。截至9月14日20
点，学生家长在微信群中统计共有132名学
生出现症状。因为学校操场跑道有巨大的刺
鼻气味，家长们怀疑，孩子的症状与学校跑
道质量有关。

一条塑胶跑道，从招标、采购、铺设、验
收到正式投入使用，涉及教育、建设、质量
监督、工商、环保等多个监管部门。《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也要求，产品要有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
产厂厂名和厂址，事实上，大量塑胶跑道原
料实为“三无”产品，凸显监管缺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但废轮胎、
废电缆等工业废料制成的“塑胶跑道”，却
从黑作坊铺进了校园，其过程无人监管。

让孩子们远离“毒跑道”的伤害。各地
必须构建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把好
招标、材料、施工、环评、验收等关口，消除
监管盲区，对“毒跑道”必须一查到底，公开
信息，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必须严厉追责。

“毒跑道”事件再次警示，应尽快修订完善
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对标准缺失的要尽快
制定，标准不规范的要尽快完善，标准过低
的要尽快提高，标准过时的要尽快修订，以
建起全面完善的“标准清单”。更重要的是，
应对“毒跑道”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界定
并加大法律制裁力度。以完善法律，完善质
量标准，建章立制，拔掉病根，让孩子们远
离“毒跑道”的伤害。 ——潘铎印

《规定》强调以督察问责推动统
计法律责任的追究，以此为虚假统
计数据注入“还原剂”，可谓抓住了
根治统计数据注水顽疾的“牛鼻
子”。

统计数据造假惩治力度再度升
级。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
作规定》（简称 《规定》），提出由
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统计督察，省
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防范
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问责统计
违纪违法行为等将纳入督察。

统计数据是对经济活动的查体
测温，统计数据注水，不仅干扰人
们对经济运行状况的正常感知，带
来形势误判，而且让决策者无法对
症下药，于国于民，都危害巨甚。
也正因如此，我国才对统计数据的
造假行为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
责任，不论是统计法和 《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还是 2009 年专
门出台的 《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
规定》，都明确了对统计造假相关责
任人员的问责举措。修订后的统计

法还明确规定，对国家机关在统计
上弄虚作假的，将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遗憾的是，尽管法律“已长牙
齿”，但在实践中，法律对统计数据
注水行为的惩处往往是雷声大、雨
点小。不少给统计数据注水的始作
俑者，在其造假行为被发现后，大
多只受到了警告、记过等行政处
分，或是罚款了事，迄今尚无被追
究刑事责任的先例。执法对统计数
据的注水恶行长期不动真格，在导
致有法不彰负面效应的同时，还因
违法成本的低廉，进一步助长了注
水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以致统
计数据的注水之风愈演愈烈。在此
语境下，中办、国办印发的 《规
定》 强调以督察问责推动统计法律

责任的追究，以此为虚假统计数据注
入“还原剂”，可谓抓住了根治统计数
据注水顽疾的牛鼻子。

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威慑效果的
充分释放，须以执法百分之百的动真
格为兜底。而执法是否动真格，更需
要对执法的情况予以督察问责。否
则，再严格的执法也可能因没有督察
问责而陷入“老虎虽威猛，奈何缺了
牙”的尴尬。统计数据注水顽疾久治
不愈，其关键症结正在于此。故此，
欲要挤干统计数据水分，在强调执法
对“注水者”敢于动真格的同时，还
应通过督察问责对此予以兜底，才能
真正确保统计执法彰显刚牙利齿般的
威慑效果。

此番中办、国办印发的 《规定》，
针对以往统计执法效果不彰的痼疾，
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为着眼点，突出强调了要对

统计执法是否动真格的情况予以督察
问责，在对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责任制以及统计违纪违
法行为予以督察问责的同时，还要求
对建立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移送机制、
追究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责任的情况
进行督察问责。如此细致严密的制度
设计，等于从顶层为统计执法不动真
格扎紧了篱笆，必将更有助于倒逼统
计执法动真格，进而迫使那些热衷造
假的“注水者”在法律责任面前循规
蹈矩。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将实施的
《规定》对统计数据注水行为健全了督
察问责机制，能否在实践中推动统计
执法彰显动真格的威慑效果，关键在
于落实。期待相关统计责任主体在狠
抓落实上久久为功，确保督察问责能
够挤干虚假统计数据的水分，使其真
正成为促进统计执法动真格的利器。

用教育公平纾解“起跑线焦虑”

9月16日，一份《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
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整体上处于比
较焦虑状态，孩子在幼儿园、小学阶段最为
焦虑，进入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则依次出
现下降趋势。

中国家长整体焦虑，且孩子在幼、小
阶段尤甚，凸显的其实是广大家长的“起
跑线焦虑”。毋庸置疑，早期教育特别是
幼、小阶段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作
用不言而喻。实践也证明，知识层次更高、
经济条件较优裕的父母，能给子女营造更好
的学习环境，给予更多指导。父母受教育程
度较低、经济状况欠佳，孩子在学习和成长
过程中能得到的帮助则相对有限。这种基于
家庭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催生的“起跑
线焦虑”也无可非议。

但问题在于，许多家长焦虑的并不只
是这些，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来自于教育的

“起点不平等、机会不均等”，也就是对教育
不公的焦虑。虽然我国近年来在教育均衡化
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乃至同一
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差异，仍非常明显。农村
家庭内部的教育氛围本就不及城市家庭，
而教育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现象并未得到
有效改变。即便是在城市，“学区房”的
存在，导致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孩子往往
也只能上较差的学校。这无疑更加放大了
因家庭出身差异而导致的“起跑线焦虑”。

纾解“起跑线焦虑”，如果仅仅着眼于让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显然远远不够。用
教育公平纾解“起跑线焦虑”，才是治本之
举。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只有一
手抓均机会，一手抓强资源，让机会公平与
资源平等成为“双阀门”，两轮驱动，两
翼齐飞，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公众对于获取
优质教育资源的焦虑。 ——盛 会

执行涉腾房案件须综合施
策。一是要加强执行法律知识宣
讲，二是要加强警示、惩戒力
度，三是要及时固定证据。

由于房屋经济价值较大，实践中
很多被执行人会耍些小聪明，想方设
法规避、阻碍、抗拒法院执行，拒不
腾退房屋。经梳理，笔者认为涉腾房
案件执行至少有以下三大痛点。

一是老年人不愿搬离，抗拒情绪
强烈。执行涉腾房案件不仅要保障被
执行人居住权，同时还需处理好强制
执行与司法关怀的关系。执行实践
中，一些被执行人会故意安排体弱多
病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入住涉案房
屋，给执行人员制造困难、施加压
力，甚至煽动老年人“以身抗法”。
还有些老年人不愿改变生活习惯，或
者担心搬离后住无所居，也拒绝搬出
房屋。此种情况下，执行人员需要多
费心思、多做工作，兼顾执行的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

二是被执行人拒领物品，保管处
置棘手。强制腾房后，被执行人物品
通常由申请人代管，但有些被执行人
长期不领取，申请人不仅要看管，还
得先行支付相关保管费用。法律虽然
规定被执行人须承担拒领物品的损
失，但并未规定财物代管期限，亦未
明确拒绝接收的具体后果，造成实践
中法律适用之困难。假使法院有权对
滞留物品再次评估拍卖，但不仅费时
费力，拍卖价款也不一定足够冲抵存
放租金和评估拍卖费用，物品处置陷
入困境。

三是案外人提出异议，租赁真
假难断。实践中，法院向买受人交
付房屋时，很多案件会突然出现所谓
的“合法承租人”，并以“买卖不破
租赁”为由要求法院停止腾房。一方
面法律未强制要求房屋租赁合同备案，
合同签订日期就极易被虚构。另一方
面，执行法官仅能对合同进行形式审
查，故很难判断租赁合同真假；倘若启
动审判程序进行实质审查，执行案件
则需中止，执行效率将大打折扣。

基于此，执行涉腾房案件须综
合施策。一是要加强执行法律知识
宣讲。积极争取社区、村 （居） 委
会协调支持，加强与老年群体沟通
交流，帮助其了解法律对被执行人
住房拍卖后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规
定，以打消顾虑、疏解心结。二是
要加强警示、惩戒力度。对拒不履
行法定义务，特别是煽动老年人占
房的被执行人依法适用罚款、拘留
等强制措施，以排除阻碍，加强威
慑。其次可对案外承租人制作执行
笔录，明确告知提交虚假租赁合同的
法律后果，打消其不法念头。三是要
及时固定证据。抵押权人在设定抵押
时，以及法官在办理查封登记后最好
实地了解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并形
成书面记录，最大程度防止被执行人
与案外人串通造假。

此外，对于被执行人逾期未受领
的房屋内物品，依被保管财物价值大
小，法律应赋予执行人员一定的处置
权。对于价值较大的财物可查封后再
评估拍卖；对于价值较小的财物，可
就地向二手市场、废品回收站变卖。
上述所得价款依次用于冲抵保管费
用、欠付的资金占用损失、租金等。

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
大家谈大家谈

王立波、王利芬、王涛、王伟、王伟、吴威、夏航、夏琴、肖尧、徐菲、余
文、余幼发、袁健、赵洪斌、赵洪斌、赵永涛、赵永涛、郑庆华、朱楚银、宗毅、
李真、张先敬、陈良才、张宇、朱方杰、郑磊、陆威、邹劲松、武强、李斌、刘小
红、李江、朱玉兵、高先杰、杨明、周懿、杨雄明、张丰、周明杰、何莉、邓剑
刚、黄宝生、柳路路、乐伟、张元场、赵明明、谢慧、袁明洲、熊俊、张瑜、陈
亮、罗国敬、万鹏飞、汪峰、陈霞、王小燕、万鲲、何磊、夏珍、汪峰、刘莉、肖
华桥、郑卓英、李扬、邓波、张正新、谭成宝、杜先文、安翔勇、陈厚鑫、徐羊、
刘淳、汪新平、陈厚鑫、王珂、姚志明、陈琼、段安心、何汀、韩烽、景仁壮、彭
军、刘前、刘怀英、王明亮、谢丽娜、刘佳、余婷、余婷、李光斌、彭德清、殷德
利、焦震、彭喜珍、叶志华、尚金卫、孟伟伟、袁文武、刘正英、彭继民：本院
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分别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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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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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件，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湖南天一金岳矿
业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
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
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6月
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6年06601号委托担保合同”，催
告人已为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104万元（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
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
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则，
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
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湖南江
南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天一
金岳矿业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
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7月

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34501号委托担保合同”，催
告人已为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11.64万元（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
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催告人代
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
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
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共创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神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
司2015年9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12001号委托担
保合同”，通过衡阳市正达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中介向
民间借款564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565.12万元（截止2018
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
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
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
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共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
司：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
字2015年14701号委托担保合同”，通过衡阳市正达民间资本投融资
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衡阳市千汇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中
介向民间借款1000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1008.25万元（截
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
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
息、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
律，以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共创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神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2015年8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11201号
委托担保合同”，通过衡阳市幸福阳光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
公司中介向民间借款500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502.71万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
条件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
款利息、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
诸法律，以维护催告人权益。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
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衡阳
至诚至善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1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6年
00601号委托担保合同”，通过衡阳市正达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
公司、衡阳市恒星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衡阳市幸福阳光民
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祁东县天虹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
限公司中介向民间借款363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378.72万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
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
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
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湖南天一金岳矿
业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8月与催告
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38401号委托担保合同”，催告人已为湖南共创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向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合同代偿260.67万
元（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
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
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告
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湖南共创实
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共创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2015年6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08701号委托
担保合同”，通过衡阳恒达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中介向
民间借款1000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1006.43万元（截止
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
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
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
以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湖南共创实
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共创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2015年7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36901号委托
担保合同”，催告人已为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11.95万元（截止2018年7月
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催
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
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
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湖南共创实业集团
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共创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2016年6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6年06401号委
托担保合同”，催告人已为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103.69万元（截止2018年7
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
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
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
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
李金萍、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神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
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
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3月与催告人
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03101号委托担保合同”，通过衡阳市
恒星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中介向民间借款2200万
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2237.91万元（截止2018年7月31

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催告
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
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
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
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衡阳市衡
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
业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司：湖南江
南物流有限公司2015年12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
16501号委托担保合同”，通过衡阳市恒星民间资本投融资中介服务有限
公司中介向民间借款1495万元，催告人已就上述合同代偿1518.15万元
（截止2018年7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
件清偿上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
息、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
以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李金萍、湖南天一金岳
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
集团衡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创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江南物流
有限公司2015年6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5年31401
号委托担保合同”，催告人已为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9.74万元（截止2018年7
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
述催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
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
律，以维护催告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谢辉、胡咏梅、湖南天一金岳矿业有限公
司、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衡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衡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共创光伏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湖南
江南物流有限公司2016年6月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6年
06301号委托担保合同”，催告人已为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就上述合同代偿105.89万元（截止2018年7
月31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催
告人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
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告
人权益。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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