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李文华，男
身份证号码：360203**********35
地址：景德镇市茶山上**********
未履行标的额：608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9）赣 0222 执 237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严会升，男
身份证号码：360211**********10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
未履行标的额：2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8）赣 0222 执 115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戴成进，男
身份证号码：360222**********11
地址：浮梁县鹅湖镇天宝潘村**********
未履行标的额：0.7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9）赣 0222 执 60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刘青，男
身份证号码：360222**********18
地址：浮梁县颐景花园**********
未履行标的额：62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22 执恢 3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伊志英，女
身份证号码：360222**********49
地址：江西省浮梁县湘湖镇机关内
未履行标的额：5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19）赣 0222 执 273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程秋发，男
身份证号码：360222**********36
地址：浮梁镇新平村张家坞
未履行标的额：9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19）赣 0222 执 68 号

执行法院：浮梁县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徐成，男
身份证号码：360222**********15
地址：浮梁县绿锦翡翠城**********
未履行标的额：29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22 执 56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张晓东，男
身份证号码：360203**********54
住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枫叶小区小康路**********
未履行标的额： 19.2 万元

失信情形：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及无正当理由未履行和解协
执行文号：
（2019）赣 0202 执 216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郑武庆，男
身份证号码：360202**********11
住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吕蒙乡石灰窑**********
未履行标的额:2 万
失信情形：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
（2020）赣 0202 执 366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陈汗辉，男
身份证号码：360202**********17
住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鱼山镇凤岗村委会凤岗村**********
未履行标的额:6.035 万元
失信情形：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
（2020）赣 0202 执 406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黎云，男
身份证号码：360202**********34
住址：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利阳村**********
未履行标的额:3.7758 万元
失信情形：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依据文号：
（2019）赣 0202 执 218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许艳婷，女
身份证号码：360202**********29
住址：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段家坞村**********
未履行标的额:5.53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依据文号： （2020）赣 0202 执 316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胡建强 男
身份证号码：360202**********16
住址：昌江区枫树山林场浮西分厂枥树下**********
未履行标的额: 79510 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依据文号：
（2020）赣 0202 执 353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蒋全松,男,45 岁
身份证号: 512924**********78
住 址：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消水镇樟树村**********
未履行标的额：8.18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163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余建锋,男,32 岁
身份证号: 360281**********50
住 址： 江西省 乐平市塔 山街道 办事处 南岸余家 村
**********
未履行标的额：20 万元及没收全部财产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余建龙,男,30 岁
身份证号: 360281**********33
住 址： 江西省 乐平市塔 山街道 办事处 南岸余家 村
**********
未履行标的额：29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余志祥,男,31 岁
身份证号: 360281**********94
住 址：乐平市翥山天城小区**********
未履行标的额：30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余焱发,男,30 岁
身份证号: 360281**********58
住 址：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南岸余家村**********
未履行标的额：25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执行法院：珠山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胡景炎,男,28 岁
身份证号: 360281**********18
住 址：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南岸余家村**********
未履行标的额：25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被执行人：余木水,男,43 岁
身份证号: 360281**********39
住 址：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南岸余家村**********
未履行标的额：25 万元
失信情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执行文号：
（2020）赣 0203 执 310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王金根，男
身份证号：360281**********71
住 址：江西省乐平市鸬鹚乡杨湖村**********
未履行标的额：14.185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9）赣 0281 执恢 140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骆铃铃，女
身份证号：330725**********61
住 址：义乌市甘三里街道李塘村**********
未履行标的额：51.38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7）赣 0281 执 491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刘永彬，男
身份证号：410527**********34
住 址：乐平市蔚蓝家园**********
未履行标的额：7965 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确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81 执 9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汪银水，男
身份证号：360281**********16
住 址：乐平市铁路局宿舍**********
未履行标的额：6.167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确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9）赣 0281 执 897 号

法律文书

法律文书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蒋秋平，女
身份证号：360281**********43
住 址：乐平市居民新村**********
未履行标的额：303.726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19）赣 0281 执 913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陈浩，男
身份证号：420683**********38
住 址：襄樊市枣阳市平林镇杨集村**********
未履行标的额：10.1798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81 执 243 号

执行法院：乐平市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胡英俊，男
身份证号：360281**********34
住 址：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事处老北门**********
未履行标的额：5.0525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81 执 242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朱小文，男
身份证号：360281**********14
住 址：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枫林村**********
未履行标的额：296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 执恢 7 号

执行法院：景德镇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朱高翔，男
身份证号：360281**********19
住 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
未履行标的额：296 万元及逾期利息
失信情形：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
执行文号：
（2020）赣 02 执恢 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