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信人员公告

被执行人姓名：梁娜
身份证号：22010319830****627
欠款金额 (元)：借款本金 1149000
元及利息，执行费 13890 元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依据：(2015)皋新民初字第

00136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
关区永吉街道煤气公司家属委
166组

被执行人姓名：陈丽
身份证号：32061119911****129
欠款金额 (元)：赔偿款 417935.1
元，案件受理费 2500 元，执行费
6207 元
案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执行依据：(2017)苏0682民8779号

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城北街道
万新村20组43号

被执行人姓名：胡恩学
身份证号：32062219690****895
欠款金额(元)：148000 元及利息，案
件受理费 3360 元，执行费 2320
元
案由：合作协议纠纷
执行依据：(2017)苏 0682 民初

8964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
钱长村 13组 26号

被执行人姓名：纪文兵
身份证号：32062219680****314
欠款金额(元)：借款 164966 元，执行费
2481元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依据：(2022)苏0682民初421号

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磨头镇
十字桥村 20组 34号

为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悬赏征集
被执行人陈丽的下落，悬赏期限为自悬赏公告发布之
日起一年内。
陈丽, 女,1991年10月2日生, 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61119911****129,汉族,住如皋市城北街道万
新村20组43号。
执行案号为（2018）苏 0682执 2193号，未履行

标的为：赔偿款417935.1元,案件受理费2500元，执
行费6207元。
凡提供被执行人陈丽的下落，并协助法院实际控

制被执行人的，奖励举报者5000元（悬赏奖金由申
请执行人承担；两个以上举报人举报同一线索的，悬
赏金由先举报一方获得；联名举报的，由联名方共同
获得、自行分配）。
举报电话：0513-87198110，13862738282。
附照片

陈丽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日

被执行人姓名：金京
身份证号：32068219790****431
欠款金额(元)：借款本金 130000 元
及利息，案件受理费 3275 元，执
行费 2183 元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依据：(2009)皋石民一初字

第 0086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江安镇
徐葛村 6组 16号

被执行人姓名：沙建明
身份证号：32062219731****839
欠款金额(元)：欠款 50000 元，违约金
10000 元，案件受理费 525 元，执
行费 808元
案由：运输合同纠纷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5784 号民事调解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石庄镇何正
村 9组 8号

被执行人姓名：沈毛毛
身份证号：32068219910****996
欠款金额(元)：借款本金 15000 元，利
息 1166 元，案件受理费 100 元，
执行费 144元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3713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吴窑镇
何柳村 14组 35号

被执行人姓名：彭父谦
身份证号：32068219780****117
欠款金额(元)：透支款本金 16700.96
元及利息
案由：信用卡纠纷
执行依据：(2021)苏 0682 民初

179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如城街道
秀水路 122号

被执行人姓名：朱晓安
身份证号：32068219801****559
欠款金额(元)：借款本金 8000 元及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利息
38400 元，案件受理费 1800 元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执行依据：(2012)皋民初字第

1089 号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地址：如皋市丁堰镇
堰南村 14组 25号

画眉鸟善鸣唱，常因
其婉转动听的歌声获得人
们的喜爱。但喜爱亦需有
度。近日，如皋法院长江流
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对一
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画眉鸟的案件当庭作出
判决，被告人老弗被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
刑 2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4 万元，被告人老冀、老栓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
案情简介:云南人老弗

是个画眉鸟资深爱好者。
2021 年，他在南通工作期
间，发现野外树林里有画
眉鸟，所在的“爱鸟群”里
正好有人想要买画眉鸟，
一个赚钱的主意涌上心
头。4月至 6月间，老弗在
明知画眉鸟属于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情况下，
一边独自或伙同其老乡老
彬前往野外树林内，采用
诱捕方法，捕捉了数十只
画眉鸟，一边也在积极寻
找买家。

同为老乡的老冀和老
栓也是画眉鸟资深爱好
者。2021 年 6 月，老冀听
说老弗处有画眉鸟出售，
遂和老栓自无锡前往老弗
处，购买了 17 只画眉鸟用
于自己饲养及出售，后二
人携带画眉鸟返程途中，
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公
安机关将画眉鸟送往南通
森林野生动物园进行救
助。
经查，老弗非法猎捕、

出售画眉鸟共 22 只，价
值 11 万元，老冀和老栓
非法收购、运输画眉鸟共
17 只，价值 85000 元。经
鉴定，上述画眉鸟均为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法院审理: 如皋法院
经审理认为，老弗违反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
法猎捕、出售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老冀、老栓违反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
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均构成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综合考量三被告人各
自的行为以及分别具有自
首、坦白、认罪认罚、画眉
鸟基本存活等从轻处罚的
量刑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2021 年
2 月 1 日，画眉鸟由原先
的‘三有野生动物’升级
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保护程度升级。本案 3
名被告人明知画眉鸟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仍对野生画眉鸟实施非法
猎捕、出售、收购、运输行
为，破坏生态平衡及生物
多样性，最终 3 人也因自
己的行为被判处刑罚。这
也提醒广大群众，喜爱小
动物本是人之常情，但应
当正确对待小动物，做到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保护
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而不是以喜
爱之名，行违法之实，否
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
惩。”如皋法院分管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的顾雪红副
院长如是说。 陈方圆

握在手里才能表达喜爱?
三男子猎捕、买卖画眉鸟被判刑

案情简介:陆某国系某案件被执行人，其一
直未能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顾
大、顾二、顾三系此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申请
执行期间，法院以陆某国部分出资为其子陆小
某购买了房产为由，查封了该套房产，该套房
产登记于陆小某名下。

顾大、顾二、顾三据此提出了代位析产诉
讼，主张该房产为家庭共同财产，并要求确认
陆某国对该套房产享有 18.5%的份额。
法院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不动产

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家庭共有财产，陆某国对
案涉不动产享有多少份额？

经审查，执行过程中，2015 年 7 月 11 日，
陆小某与开发商签订买卖合同，购买房产一

套，总价 94 万元，首付款 32 万元，余款 62 万
元由陆小某按揭贷款并还款。其中首付款，陆某
国向开发商转账 14万元。2019 年 2月 15日，
该房产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陆小某。陆
小某于 2015 年 7月开始领取工资收入。
从购房过程来看，案涉房产系陆小某与房

产开发商签订书面不动产买卖合同，且之后登
记在陆小某名下，除上述付款记录外，并无证据
表明本案存在陆某国借其子名义购房或参与共
同购房的情形。其次，从购房时陆某国的家庭客
观情况来看，一方面陆小某购房时已成年并参
加工作，其提供的证据表明其购房时已具有独
立于家庭生产的经济来源，购房后的还贷记录
也表明房贷由其独立偿还。另一方面，陆某国帮
助陆小某购房支付的购房款也仅占房屋首付款
的一小部分，且没有证据表明该房屋实际用于
陆某国一家三口长期居住，故本案不属于依赖
父母供养的未成年人使用家庭财产购房或父母
为逃避执行将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情形。

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篇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来看，父母在
婚前为子女购房提供首付款一般应认定为借款
或赠与性质，而并非父母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出
资，进而对房产享有份额。综上分析，案涉房产
应为案外人陆小某的个人财产，并非被执行人
陆某国的责任财产。陆某国、陆小某父子二人间
就该 14 万元产生何种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不
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当事人可通过相关法律
程序另行主张权利，寻求救济。 邱观玉

被执行人出资为子女购房
该房产即为家庭共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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