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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和他（她）同居吧，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和他（她）同居吧，因为那是地狱。”非婚同居，
也就是现今社会中常见的“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自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现象，犹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让同居者们在享受自
由、独立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面临着关系破裂后可能产生的难以预料的财产纠纷。

2010年，上海市崇明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外省市来崇明县人口已达15.1万人。这一群体流动性极大，由此伴
随的是同居现象增多，纠纷屡屡发生。2014年11月，崇明县人民法院对该院2011年以来审理的53起涉非婚同居关系案件进行调研，结
果发现，非婚同居者们在分手后的纠纷主要以财产纠纷为主，包括债权债务的处理、财产分割与补偿、遗产继承等多个方面。

非婚同居：“情浓”之后的财产之争

“五八同城”非“58同城”不正当竞争被判更名
黄 硕

■
调
研
分
析

非婚同居引发财产
纠纷四大审理难点

沈萍与陆忠年轻时曾是一对恋人，
因双方父母反对而分手，后各自成家。

2007 年，陆忠的老伴过世，此时的
沈萍也已丧偶。由于儿子陆伟常年在广
州打工，陆忠平时与沈萍相互照应，日子
一久，两人重续旧情，商量着老来结伴、
彼此扶持。

于是，沈萍搬到了陆家。儿子陆伟
得知这一情况后，从广州火速赶回家，对
着两位老人一顿大骂：“你们两个年纪加
起来都有一百多岁了，作出这种事还要
不要脸啊！”

这次，陆忠没有理会家人的反对，坚
持要和沈萍共度晚年。陆伟一怒之下回

到了广州。
为养家糊口，年过五十岁的陆忠继

续从事渔业捕捞工作，并于2009年购买
了一条渔船。沈萍则在家洗衣做饭，负
责操持家务。

2012 年，陆忠突发疾病死亡，陆伟
找上门来，与沈萍当众争吵厮打，并以

“房子是沈家的财产”为由，强行将其赶
出家门。而后，陆伟以60万元的价格变
卖了陆忠的渔船。

面对如此无情的陆伟，沈萍起诉至

法院，要求继承陆忠的遗产。
庭审中，沈萍表示，多年来陆伟毫无

音讯，完全没有尽过赡养义务，是她照料
老陆生前的生活起居。“前年老陆生病住
院，我一个人端茶送水、服侍在床头。那
时候他陆伟在哪里？”

崇明法院审理后认为，陆忠与沈萍
系非婚同居关系，沈萍无权继承陆忠的
遗产，但考虑到沈萍多年来对被继承人
扶养较多，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
来源，故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应分得

相应遗产。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为第一
顺序法定继承人，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去
世后，另一方可依据法律规定直接继承
遗产。但法律并不保护非婚同居关系，
同居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不得以配偶身
份继承遗产，无法享有继承权。除非被
继承人立有遗嘱，根据遗嘱自由原则，将
自己的合法财产通过遗嘱形式留给同居

另一方。
本案中，陆忠死亡时并未订立遗

嘱。考虑到陆忠和沈萍同居时受到亲
人指责和疏远，陆忠和法定继承人陆
伟关系冷漠，彼此没有尽到扶养互助
的义务，而陆忠与沈萍在这样的状况
下，长期共同生活，彼此照顾，互尽扶
养义务。故法院虽然认定沈萍无权继
承陆忠的遗产，但根据继承法之“对继
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规
定，判决其分得适当遗产。

崇明法院在一系列调查分析
之后发现，因同居关系解除而引
发的财产分割纠纷存在四大审理
难点：

第一，非婚同居关系成立认
定难。非婚同居不像婚姻关系有
明确的婚姻登记时间，双方当事
人又往往对同居事实各执一词，
因此对共同生活的事实进行举证
相对比较困难，导致法院对非婚
同居关系是否成立难以认定。

第二，同居双方共同财产认
定难。非婚同居关系期间，财产
原则上是独立财产制，只有双方
共同所得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才按
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但实践中，
同居双方往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
活，财产共同支配，甚至一方将个
人财产全部交另一方保管，财产
的混同给析产带来较大困难。尤
其在同居期间双方关系融洽，工
资财产混用，很少特意留有单据
凭证，一旦关系破裂，同居方很难
拿出证据证明其财产所有权，特
别是在购房、买车等重大财产问
题上。

第三，法律适用难。我国婚
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非婚
同居关系和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
性质进行明确规定。1989年颁
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
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目
前也较难适应新的审判工作需
要，故给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
带来困惑。

第四，案件调解难度大。同
居关系缺乏婚姻基础，有时同居
时间不长，双方感情融合度不
高。尤其是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
下，双方关系破裂后对立情绪较
激烈，一般不愿意接受调解。而
由于外省市来崇明县人口流动性
大，有些同居者几年后离开本地
现象普遍，且大多没有留下财产，
同居另一方提起诉讼时将面临送
达难和执行难等困境。

2013年8月，孙海一纸诉状将王露
告上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5万元。

“钱不是我借的，也不是我用的，
凭什么让我还，那借条是我写的吗？”
王露在庭审中一再辩称。

5 年前，王露高中辍学外出打工，
认识了老乡宋宇，两人很快陷入热恋并
开始同居。

2011 年宋宇准备开一家电脑维修
店，但由于资金不够，宋宇找到了多年
的好哥们儿孙海。孙海爽快地借给宋宇
5万元，宋宇写下借条，承诺两年内还
款。

然而新店开张后，宋宇的生意一直
惨淡，他和王露的争吵越来越多，半年
后两人分手，店铺也随之关闭。

还款期限届满后，孙海找不到宋
宇，便将王露告上法院。“他俩平时互
称‘老公’、‘老婆’，宋宇向我借钱那
天，王露也陪着他一起来的。现在我找

不到宋宇，王露有义务还钱。”
崇明法院审理后认为，5万元债务

系宋宇同居期间的个人之债，应当由其
个人偿还，王露无需对该笔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法官说法

婚姻关系与同居关系不同。在婚姻
双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
中，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
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债权人与债务

人有明确约定该借款为个人债务，夫妻
一方能够证明时，另一方才不用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

而在非婚同居双方发生此类纠纷
时，同居期间双方关于财产、债务有约
定的，从其约定；无约定的，解除同居
关系时，应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法院按照“个人之债由债务人独自承
担，共同之债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原则
进行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个人之债是指专用于一方生
产、生活的债务，理应单方偿还。共
同之债是指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
活而形成债务，以同居期间共同财产
清偿，不足部分由同居双方对外承担
连带责任。

同居关系中的共同之债主要包括
共同居住房屋的租赁费、水电费、物
业管理费、共同使用家具设施的购买
费用、维修费用、共同子女抚养费用
等。本案中，宋宇向孙海所借钱款主
要用于个人经商，并非同居双方共同
之债，故王露无需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男友“人间蒸发”债主向女方追讨败诉

2011年，丧偶多年的茅军邂逅了龚
梅，并对她一见钟情。面对茅军热烈的
追求攻势，龚梅很快与其确立恋爱关系，
并搬至茅军的住处与其共同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茅军与子女共处
一室，龚梅与茅军的子女之间屡次发生摩
擦。考虑再三后，茅军准备购置新房另筑
爱巢，但因限购政策的原因，名下已有房
产的茅军与龚梅商量，借用龚梅的名义去
购买新的房产并办理银行贷款。

于是，茅军和龚梅拿出各自的多年
积蓄共同支付了购房首付款、银行贷款、

税费和中介费等费用。2012年，两人获
得了由双方共同出资、登记权利人为龚
梅的房屋产权证。

然而茅军的购房行为让其子女对龚
梅的不满越来越强烈，2013年3月，龚梅
终于忍受不了这些纷扰，提出与茅军分
手。闻听此言的茅军在伤心之余向法院
递交了一纸诉状，请求判令登记在龚梅
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

面对昔日情人，龚梅在法庭上表示，
当初签订购房中介合同、贷款合同及开
具相关契税发票等都以自己的名义进
行，且自己参与了购房款的支付，也是房
屋装修的出资人，故不同意茅军的诉请。

崇明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为原、
被告同居期间共有财产，综合考虑双方实
际因素等，判定房屋归龚梅所有，茅军为购
房支付的钱款，龚梅应予以返还。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解除
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
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
理。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
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

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本案中，原、被告实际上均出资参

与了涉案房屋的购买，故认定涉案房
屋为同居关系期间双方共有财产。在
具体分割过程中，考虑到茅军名下仍
有其他房屋可供居住，而龚梅并无其
他住所，且没有财力购买其他房产，故
判定房屋归龚梅所有。

同时，根据现有证据反映，为了购
买涉案房屋，原告茅军亦有部分出资，
现由被告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故原告
购房的相关出资亦应由被告予以返还。

共同出资购房 分手后应该妥善分割

照料男方五年 女方应分得适当财产

因认为五八同城（北京）房地产经纪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八同城中介
公司）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五八同城”
字样，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系“58同城”
的关联公司，构成擅自使用知名服务特
有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北京五八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八信息公
司）将五八同城中介公司诉至法院。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五八同城
中介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该公司
在名称中停止使用“五八同城”字样，并
赔偿五八信息公司20.6万余元。日前，
二审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五八信息公司：同名中介与我
无关业界口碑差距甚远

五八信息公司诉称：“58同城”作
为我公司网站名称，以提供生活服务平
台为内容，涵盖房产在内的多项服务。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已成为家喻户晓的
生活服务网站。“58同城”已构成知名
服务的特有名称。五八同城中介公司在

企业名称中使用“五八同城”字样，导
致公众误认为该公司是我公司的关联公
司，已构成擅自使用知名服务特有名称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侵犯我公司利
益。且五八同城中介公司经营口碑很
差，对我公司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为
维护我公司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五八同城中介公司停止在其企业名称
中使用“五八同城”字样，在《北京晚
报》、《新京报》 等媒体上赔礼道歉 30
天，赔偿经济损失 100 万元、公证费
6320元。

五八信息公司向法庭提供的一系列
证据显示：2006 年“58 同城”先后获得

“2006 中国互联网最具价值项目奖”、
“中国商业网站100强”、“2006年中国最

具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等称号。2007
年，“58同城”还被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授予“公益爱心企业”称号。

同时，五八信息公司主张五八同城
中介公司经营口碑差，并提交了部分网
页的公证材料。

五八同城中介：无仿冒故意且
不构成混淆

五八同城中介公司辩称：在我公司
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时，“58同城”尚不构
成知名服务名称。我公司与五八信息公
司在经营范围、经营模式、收入来源等方
面均不一致，不存在竞争关系，且各自提
供的服务亦不构成混淆。“五八”及“同
城”均不属臆造词汇，具有一定的通用含

义，且已成为多家企业字号的组成部
分。我公司的企业名称命名合理合法，
无仿冒故意，请求法院驳回五八信息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经营范围重合存在
竞争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五八信息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 12 月，2006 年取得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批准网站名称为同城分
类，域名为 58.com。2010 年年检时，网
站名称变更为 58同城（五八同城、同城
分类），域名经 2009 年、2014 年两次变
更，为 58.com（58control.cn、58v5.cn、58.
com.cn）。

该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

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
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人才
供求信息服务等。该公司网站包括有
关房产服务内容的频道，频道下设“个
人出租”、“中介出租”、“个人求租”、

“个人出售”、“中介出售”、“房屋求购”
等栏目。

2008年至2009年间，五八信息公
司分别与百度等 30 家单位或个人签
订广告发布合同或合作协议49份，在
网站、社区灯箱、地铁扶手、公交车、报
纸媒体、手机端等平台发布广告，累计
支出广告费用798.3万元。

五 八 同 城 中 介 公 司 的 名 称 于
2009年 10月 27日获得工商机关预先
核准。同年 11月 27日，五八同城中

介公司成立，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经纪
业务。2010 年该公司取得北京市房
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并成为北京房地
产中介行业协会会员。五八同城中介
公司自 2009 年成立至 2010 年 5 月，
办公地址与五八信息公司仅一路之
隔。

法院审理后认为，“58同城”系臆
造的词语组合，并非通用词汇，因而本
身即具有较强的显著性特征。五八同
城中介公司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五八
同城”读音与网站名称“58同城”完全
一致，足以使人产生两公司存在特定
关系的误认，易导致混淆，侵害了五八
信息公司的合法权益。

法院还认为，对竞争关系的要求
并非狭义上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的一致
与重合，只要经营者以不正当的手段
谋取竞争优势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
势，在此过程中可能损害竞争对手或
其他经营者，损害竞争秩序，即应受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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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受理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诉天津开发区东方（集团）公司、天
津森洋商贸有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申请人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申请执行 （2012） 一中民二初字第 19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4） 一中执字第 398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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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万忠生：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万忠
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申请执行（2013）南民初字第658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南执字第1744号执行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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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冯丽、郭红军：本院立案执行的河南长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郑执一字
第346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建华、任转玲：本院立案执行的河南长融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郑执一
字第345、347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侯超勇、胡汉波、井垣森：河南仁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金民二初字第 3300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河南仁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4年7月17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4)金执字第 3128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
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吴毅：郑州森海机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金执字第 2089号执行通知
书、执行裁定书及(2012)金执字第2089-1号执行裁定书，责令
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2011)金民二初字第

153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
你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40号2号楼西单元7层27号房
屋一套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
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
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杨国平：本院受理高亚军与被执行人杨国平借款纠纷一
案，因本案恢复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许法执通字
第12—2号恢复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庆云：本院受理陈淑林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履行（2014）鄂
洪山民三初字第0018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王文波、宋娜：本院受理贺静茹申请执行王文波、宋娜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委托湖北众联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王文波名
下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经开万达广场B区S5-2栋25层B2-
10号、B2-11号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分别为34.13万元、
33.29万元，共计67.42万元。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4）鄂武经开执字第00114号执行裁定书与鄂众联房估字
【2014】第153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
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进
入拍卖程序。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生生
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本院已依法拍卖被执
行人生生物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
瓦窑坪村的地号为183203136（面积为110353.98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权。请相关抵押人在60日内向本院登记抵押信息，并依法行使抵
押权人优先受偿权。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生生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执行人黄石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生生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案，现向你公司依法公告送达（2012）鄂宜昌中执字第
00043—2号执行裁定书。内容为：被执行人生生物业（集团）有

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瓦窑坪村的地号为
183203136（面积为110353.9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自本裁定送
达买受人宜昌市四维置业有限公司时起转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斌：本院受理的赵来付、王玉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2014) 浔法执字第634号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要求你
自公告届满3日内履行债务265000元及逾期利息和诉讼费、执
行费9465元，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拍卖你所有的九江市滨江
路921号九江豪庭第1栋1302室房产，并通知你于2015年3月9
日前到本院司法技术部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周东星、陈灼梅：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南长支行申请执行周东星、陈灼梅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无
锡市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周东星、陈灼梅位于无锡市崇安
区锡沪东路6号1120、1121室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将恒茂估价
（2014）字第1371号估价报告（市场价值为锡沪东路6号1120室人民
币42.18万元，1121室人民币51.17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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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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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龚应昌、叶彩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南长支行申请执行龚应昌、叶彩萍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无
锡市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龚应昌、叶彩萍位于无锡市崇安
区锡沪东路6-1319室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将恒茂估价（2014）字第
1372号估价报告（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6.51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
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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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龚应昌、叶彩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南长支行申请执行龚应昌、叶彩萍其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委托无锡市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龚应昌、
叶彩萍位于无锡市崇安区锡沪东路 6-1320 室房地产进行评
估，现将恒茂估价（2014）字第1458号估价报告（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 42.6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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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龚应昌、叶彩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南长支行申请执行龚应昌、叶彩萍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无锡市
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龚应昌、叶彩萍位于无锡市崇安区锡沪
东路6-1321室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将恒茂估价（2014）字第1426号估
价报告（市场价值为人民币51.68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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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龚应昌、叶彩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南长支行申请执行龚应昌、叶彩萍其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委托无锡市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龚应昌、
叶彩萍位于无锡市崇安区锡沪东路 6-1318 室房地产进行评
估，现将恒茂估价（2014）字第1425号估价报告（市场价值为
人民币26.51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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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龚应昌、叶彩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南长支行申请执行龚应昌、叶彩萍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无
锡市恒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龚应昌、叶彩萍位于无锡市崇安
区锡沪东路8-1905室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将恒茂估价（2014）字第
1427号估价报告（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1.03万元）、拍卖裁定书，公告
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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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孟保星、刘晓红：本院执行的四川梓宁建设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
侯执字第131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

（2013）武侯民初字第384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
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成都上善新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李有忠与你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100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
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3）武侯民初字第3106号民
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马世荣、谭非亚、谭杰书、杨纪芬：本院执行的冯冠华与你们公
证债权文书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武侯执字第1760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497号执行证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
行人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潘荣华、邓彩琼：本院在执行成都众阳鑫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与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邓彩琼名下位于成都
市 武 侯 区 晋 阳 巷 2 号 2 区 6 栋 1 单 元 10 楼 1 号 房 屋 （权
1045225） 予以查封。因你们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依法将该房屋委托评估机构予以评估，经评估价格为794100
元。为了案件的执行，本院责令你们在公告发布60日内到本院
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将房屋予
以拍卖。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四川华渝变电器有限公司、高雪峰、肖勇、袁加志：本院
执行的王联山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2219号执行通知
书，责令你们按照本院 （2014） 武侯民初字第 873号民事判决
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王联山履行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林玛、鄞周娜么：本院执行的袁廷灿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武侯执字第104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于执行通知书送
达后的3日内向申请执行人袁廷灿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等
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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