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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俗话说，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尤其是亲朋之间，处理不好，既失去钱，又失去亲情。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判决的一起案件，就是两亲家之间，为 50 万元是给孩子买婚房用的还是彩礼钱，

多次闹上法庭，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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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瑞平

1 房屋买卖口说无凭
亲家诉请被驳回

老陆在合肥一家企业工作，家庭收入
依靠单一的工资。前几年，独生子小陆找到
如意女友小汪，两人打算于2013年8月中
旬登记结婚。小陆对自家现有的房子不满
意，提出要在市区买一套房产证属于他的
房子。当时合肥限购，老陆折腾了半天也没
能满足儿子愿望。正好，准岳母家有套现成
的大房子，可以给两个孩子结婚。

在两人领取结婚证的前半月，老陆
给准儿媳发了一条老长的短信，主要内
容为：

“小汪，你好，我是小陆爸爸，由于小
陆从今年 4月份起，一直要买写他个人
名字的新房，由于限购，我们只好先把原
有一套房子房产证上他的名字去掉，办
了很多手续，交了12万元。办好后，他又
领我去滨湖买房，交了2万元订金，我又
找了好多人，才把房价从九千一平降到
八千多一平，现在他又不喜欢滨湖的房
子，说是太远，要退房，想拿回订金非常
渺茫。我们是拿工资吃饭的，经济也不是
很宽裕。但你们办大事，作为父母，一定
尽力。现我们与你商量，我家拿 50万元
买房，暂时付你妈妈 40万元，给你聘礼
10 万元，你办办你们个人的事。办酒席
钱由我们家全出。你与小陆准备成婚，不
知你妈选好一个好日子没有？选好后请
及时通知我们，好提前去订饭店。至于房
子待明年过户时，再按市价购买付款。小
汪，你是个明理懂事的孩子，体谅长辈暂
时的难处，相信只要你与小陆过着美丽
的每一天，只要我们还在，你们的日子一
定会更美好。”

小汪收到短信后，当即回复短信一
条：“好的，叔叔，谢谢您。”

同年8月4日，老陆向小汪的妈妈老
汪的个人银行账户上转款50万元。

小陆与小汪结婚后，居住在老汪名
下位于合肥市区某小区的房子里。

不久，老陆与老汪为上述50万元用
途产生争议。老陆说这笔钱是用于购买
老汪那套房子的，老汪则说那钱明明是

彩礼钱。双方争吵了几次，没有结果。
2014年7月，老陆将老汪诉至法院，

称：2013年7月，因老陆计划买房为儿子
小陆结婚使用，老汪作为小陆的准岳母，
当时口头提议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出
售给老陆，老陆表示同意，并现场查看了
该房。老陆于同年8月4日通过银行转款
50万元人民币预付款给老汪。同年8月13
日，双方的子女领取结婚证，婚后居住在
该房内，但老汪一直没有与老陆签订正式
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把房屋实际交付
给老陆。老陆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老陆与
老汪间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老汪返还
老陆购房款50万元。

老汪辩称：老陆所述与实际情况不
符。老陆之子小陆与我女儿小汪系夫妻
关系，涉案50万元是老陆支付给我家的
彩礼，也是对我提供婚房及装修、家具、
购买结婚首饰等所做的补偿，双方之间
自始至终不存在购买房产的共同意思表
示。我已将该款交给女儿，用于双方子女
婚后的生活。所以，法院应驳回老陆的诉
请。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老陆诉称主
张的其支付的50万元，是他与老汪达成
房屋买卖合同后支付的首期购房款的事
实，缺乏证据支持，不予认定。老陆基于
此主张要求解除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及老
汪返还购房款50万元的请求，缺乏事实
依据，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
老陆的诉讼请求。

老陆不服，向合肥市中级法院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据现有证
据无法证明老陆与老汪之间存在房屋买
卖合同关系，故老陆与其所主张的所谓房
屋买卖合同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老陆基
于房屋买卖法律关系，诉请要求解除与老
汪间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判令老汪返
还购房款50万元引发的纠纷，依法不符合
民事案件受案条件。合肥市中级法院遂作
出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驳回老
陆的起诉。

老陆觉得既然法院认定双方之间
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老汪占有
老陆的 50 万元就无法律依据，依法
构成不当得利。于是，2015 年 4月，
老陆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次他请
求法院判令老汪返还不当得利 50 万
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不当得利是
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
损失。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为：一方
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
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
方取得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双方相争不下，其实矛盾的焦
点在于，老陆向老汪个人银行账户
转款 50 万元的用途。老陆认为，这
50 万元是购买老汪名下房屋的预付
款；老汪则认为，这 50 万元是老陆

支付的彩礼以及对老汪提供婚房及
装修、家具、购买结婚首饰等所做的
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款的用途
虽然双方之间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
但根据老汪提供的手机短信等证据及
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经验，可以对该款
的用途作出认定。

从老陆发给小汪的短信内容可以
看出，老陆表示要拿出 50 万元买
房，暂时付老汪 40 万元，给小汪聘
礼 10 万元，由此可见，老陆在短信
中明确表明了向老汪买房的意向及该
款中的 40 万元是买房暂付款的意思
表示，小汪的回复也表明其了解了短
信内容，在回复时未表示异议。

老汪与小汪是母女关系，小汪对
这笔数额较大的款项理应向母亲告

知，老汪与小汪在知道短信内容的情况
下，如短信中的款项用途与双方先前
约定不符，应及时向老陆提出异议，
但事后小汪与老汪均未对此表示异
议，并向老陆提供了老汪的银行账
户，老陆也向该账户进行了转款。由
此可以确定，该笔转账中的 40 万元与
老陆买房的意向有关。转款后虽无证
据表明老陆与老汪对房屋买卖一事进
行进一步的协商并取得一致，但并不
能否定该款项是老陆基于买房的意图
而支付的款项。对于另外的 10 万元，
老陆在短信中明确表示是给小汪的聘
礼，小汪也表示了接受。

老汪则称，这 50 万元是老陆支付
的彩礼，及对老汪提供婚房及装修、家
具、购买结婚首饰等所做的补偿，以及
该款已支付小汪用于婚后生活的事实。

法院认为，因小汪与老汪是母女
关系，与老汪之间具有一定的利害关
系，其提供的证言证明力较低，法院
不予采信，老汪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
后果。

综上，在老陆向老汪转款的 50 万
元中，其中 40 万元是老陆为购买老汪
名下住房而预先支付的款项，因事后老
陆与老汪未能就房屋买卖一事进一步协
商，双方未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老
汪丧失占有该 40 万元的合法根据，此
款理应返还给老陆，老汪拒不返还的行
为构成不当得利。至于转款中的另外
10 万元，是老陆支付给小汪的聘礼，
鉴于双方子女婚姻关系尚存，该款不属
于此案处理的范围。

于是，法院一审判决老汪返还老陆
40万元。

短信证明购房款 一审判决应予返还2

这回轮到老汪不服一审判决，她
向合肥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
误，老陆提供的短信内容不能作为定
案依据。老陆所发短信内容是以商量
的语气，并非最终决定的内容，而小
汪回复的内容只是出于礼貌，涉及如
此大额的财产不可能仅靠短信交流确
定。老汪还说，按照正常习俗，聘礼
都是双方家长面对面交流，不可能由
家长与对方子女直接敲定。老陆在发
短信一周后进行了转款，难以排除双
方对聘礼进行再次沟通，小汪也是通
过小陆向老陆表达了聘礼数额为 50
万元、低于 50 万元不嫁的意思。考
虑到老陆家庭经济能力，且没有提供
婚房，老汪要求老陆支付聘礼 50 万
元是完全正常的，且符合合肥本地的
结婚聘礼情况，双方亲戚朋友都知道
此事。

老汪提出，讼争的 50 万元是彩
礼而非购房款，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
证人证言证实了 50 万元是彩礼的事
实，老陆自始至终未与老汪沟通过此
款为购房款。在双方子女结婚前后，
老陆除了这 50 万元外未提供任何钱
财物件作为彩礼，老陆提供的短信内

容是其单方出具的，未得到老汪本人
书面认可。即使老陆所述属实，将购
房款与彩礼一并处理，也不符合正常
习惯和当地风俗。老陆既然主动将
50 万元汇入老汪账户，而不加任何
说明，即说明老陆同意彩礼数额。

老汪还说，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
律上的根据，使得他人遭受损失而自
己获得利益。老陆主张不当得利，应
举证证明其利益受损、对方获得利
益、其利益受损与对方获得利益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对方获得利益无法律
依据。涉案款项支付后，双方子女办
理了结婚登记，说明该款显然是给老
汪的彩礼及补偿。老陆就其主张未完
成举证责任，法院应驳回老陆的诉
请。

此外，老汪又说，老陆就同一事
实再次起诉至法院，将涉案款项强行
与所谓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捆绑在一
起，认为购房合同不存在，老汪应当
返还购房款，明显是篡改法律概念。
老汪是涉案款项 50 万元的经手人，
实质上并未从中获益。于是，老汪请
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老陆
的全部诉讼请求。

老汪还向法庭提供了 9 张照片，

证明双方儿女结婚时使用的婚房为老汪
所有，且已经装修。50 万元彩礼中有
一部分钱是老陆对老汪提供婚房进行的
补偿。

老陆在法庭上辩称，根据老陆给小
汪所发短信内容可以证明，老陆决定拿
出 50 万元买房，暂时付老汪 40 万元，
给小汪 10 万元做聘礼，并提到房子过
户时再按市价购买付款及办酒席钱由老
陆支付。当时，小汪给老陆回复信息表
示同意。

老陆称，民间俗称的彩礼，具有严
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
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
为给付的。必须给付巨额彩礼方能缔结
婚姻关系绝不是合肥当地的风俗习惯，
老汪反复辩称老陆为买其房屋支付的
50 万元是彩礼，不仅与法律规定相
悖，也与案件事实不相符。老陆一年收
入仅有五六万元，50 万元的彩礼与老
陆家庭的经济收入及本地风俗不符。

合肥市中级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根据老陆提供的其向老汪之女小汪所发
的短信内容来看，老陆明确表达了准备
购买老汪名下房产及先付老汪 40 万
元、给小汪聘礼 10 万元的意思，小汪
的回复短信表明她已了解短信内容，未

提出任何异议。此后，老陆按照短信内
容向老汪账户内汇款 50 万元。此时，
正值双方家庭为子女结婚进行商谈及婚
礼筹备之际，对于男方准备支付大额款
项一事，小汪理应会告知母亲老汪，如
果老陆表达的意思与双方在先约定不
符，老汪及小汪应及时提出异议。但直
至老陆支付 50 万元到老汪账户上，老
汪及小汪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以
确定，老陆向老汪账户内所汇款项中有
40 万元系其基于买房的意图而支付。
老汪诉讼中主张老陆支付的 50 万元系
彩礼及对老汪提供婚房等所做的补偿，
但仅提供了其亲友的证言。由于老汪与
证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而老汪
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证言的内
容，故对老汪关于 50 万元系彩礼及其
他补偿的上诉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老陆汇给老汪的 50万元中有 40万
元是老陆因准备购买老汪名下房产而预
先支付的款项，根据已生效的民事裁定
书认定，老陆与老汪之间未形成房屋买
卖合同关系，现老汪占有该 40 万元已
缺乏合法根据，依法应予返还。

据此，合肥市中级法院依法作出终
审判决，驳回了老汪的上诉，维持原
判。

3 巨额彩礼有违良俗 不当得利不予支持

我国 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和
2001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
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
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的内容。然而，婚前给付彩礼的现
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人民法院审
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
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

2004 年 4 月 1 日实施的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婚 姻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二）》 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
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
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
(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

婚为条件。”此条规定，标志着人民
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
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与给付不同，如果是索要彩礼，
那就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三条“禁止包
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
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
定。

案后余思

收彩礼不能触法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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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光、刘云鹏：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树清、杨峰与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冀 1003执
151号执行通知书、（2016）冀 1003执 151号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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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河南祥润天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朱海燕：张金锁诉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及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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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全有：本院受理雷国春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4)开法执字第
245 号执行裁定书、(2014)开法执字第 245-1 号执行裁定书、
(2014)开法执字第 245号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站君：关于孙晓萍申请执行你、夏海英、河南佐顿服饰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于 2015年 10月 21日将你名下
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南路 182号 9号楼 1单元 5层 10号
（产权证号：1201080954）房产予以查封，现责令你于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我院将依法对你名下的上述房产予以评估拍卖。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张艳荣：本院已受理魏帅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需对本院作出的(2015)金执字第 322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及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标的物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标的物的评估报告以及办理有关拍卖工作执行过程
中的有关事宜通知，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拍卖执行过程中的有
关事宜（拍卖等有关事宜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逾期不
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
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朱俭平：童亮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金民二

初字第600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你未依法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权利人童亮于 2015年 7月 30日
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执字第446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
于本公告期满后 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对你名下位于辉县市苏门大道西段路南梅溪馨
居1#-9号铺(房屋所有权证号201130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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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等
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10日内到
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
的有关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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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花：本院立案执行王建中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未按时履行，拟对洛阳市西工区西小屯东涧沟村洛阳开
龙广场2区6幢2-2203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周一到偃师市人民法院参
与机选鉴定、拍卖机构，逾期即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拍卖机构、现
场勘查、领取鉴定文书及拍卖文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权
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偃师市人民法院

邵明君：本院受理于金玲与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执行人于金玲已申请执行（2013）饶佳民商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黑 0524执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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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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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饶河县人民法院

沙启芳、王守宝、王守志：王淑兰、刘乐军依据本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集贤县人民法院（2014）集商初字第 100、101 号
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集法执字第 100、10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
后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向本院申报你一
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逾期不履行或不申报，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同时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依法评估
你们继承王洪宽名下的位于集贤县集贤镇丰收村的房屋），自公
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后的第二个星期
二上午九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选取评估机构并办理评估的相关事宜，逾期
不到场视为你们权利的放弃，由你们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黑龙江]集贤县人民法院
张练钢：申请执行人江学德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

鄂硚口民一初字第00784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执行。因被执
行人张练钢至今未按判决履行，故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练钢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武湖五通口 3层第 2层（东面）室房
屋（权证号：黄2014014250）进行了评估。现本院依法公告向你们
送达 2016-ZJH-房-房评-0007号评估报告及（2014）鄂硚口执
字第00147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你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本院将依法对上述已评估的房产进行拍卖、变卖。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李建平：本院受理李伟洋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案[执行依

据（2011）淮中商外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过程中，本
院依法对你所有的位于金湖县团结巷5号房地产进行拍卖，因三
次网上拍卖而流拍，后由申请人李伟洋以最后一次变卖的价格55
万元接受该房产。本院依法出具了财产分配表，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财产分配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该分配报表有异议的，应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书面
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 [江苏]金湖县人民法院

黄红妹、卢国平：本院执行申请人魏兆楠申请执行黄红妹、
卢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黄红妹、卢国平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评估报告、（2015）西执字第 774号执行裁定书。
评估报告载明：黄红妹所有的位于南昌市迎宾中大道3699号贵
都国际花城 60栋一单元 201室房产（房产证号：00097436）评估
价为718053元。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黄红妹所有的位
于南昌市迎宾中大道3699号贵都国际花城60栋一单元201室房

产。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南昌市名达轩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市城东塑料包装厂、南昌
金阳光木业制品有限公司、熊建刚、黎小丽、黎雪钢、熊丽：本院
受理的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支行与南昌市名达轩实业有
限公司、南昌市城东塑料包装厂、南昌金阳光木业制品有限公
司、熊建刚、黎小丽、黎雪钢、熊丽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洪民二初字第 467号民事调解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已在本院执行，现公告送达赣豫章
[2015](房评)字第B-309号江西省豫章房地产经纪评估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2015）洪中执字第31-3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为拍卖熊建刚所有的座落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南大道1688
号联泰香域滨江24#商住楼店面106室房产、黎雪钢所有的座落
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南大道1688号联泰香域滨江24#商住
楼店面108室房产、熊建刚所有的座落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
南大道 1688号联泰香域滨江 45幢一单元 901室房产、黎小丽所
有的座落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南大道1688号联泰香域滨江
46#商住楼二单元 1404室房产、黎雪钢所有的座落于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A2#办公楼1407室房
产，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如果对上述房地产估价报告持有
异议，应在10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以此报告作为定价依
据拍卖以上房产。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阳县泰旺达矿业有限公司、刘亚男：本院受理叶会森申
请执行刘亚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辽阳民一初字第 10 号民事调解书、（2013）辽阳执字第
49-2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依法向你们送达《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公告期满
你们仍未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辽阳县泰旺达矿业有限公
司、刘亚男的财产进行评估。随机选择评估机构的时间及地点
为：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到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
处确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恒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沈阳祥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赵建飞、孙晶：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金岭
路 15 号土地使用权、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金岭路 15-1 号、15-2
号、15-3号、15-4号房屋进行了司法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房地

产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清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铁中评报字（2015）第119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2015）铁银执字第 432号选定拍卖机构通知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资产评估报告书、选定拍
卖机构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第二十
日（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技术室参加摇号选定评估机构,对评
估房屋（位于铁岭市银州区鑫都花园小区 104A-1 号 4-5-1、
104A-4号1-2-1）进行拍卖。 [辽宁]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李志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志文与李志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委托拍卖机构对你名下位于大沁他拉规划38号区所
有权证号38071的房屋进行拍卖并成交，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3）奈法执字第 575－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内蒙古]奈曼旗人民法院

杜波：本院执行的高志祥、包金妞与霍春明、杜波刑事附带民
事赔偿纠纷一案，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乌执字第355号拍卖
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2015年5月22日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
行人杜波所有的福田重型自卸车（车牌号：黑 D59587、车架号
LVBV6PBC7AH11809,发动机号：16100085030）已依法进行了第
一次拍卖，因无人竞买而流拍，申请执行人高志祥、包金妞不同意
以第一次拍卖保留价格接收该车抵偿欠款。本院依法定于2016年
4月28日上午10时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二楼，兴
安盟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杜波所有的（现登记在黑龙江佳木斯中
天物流公司名下）黑D59587号重型自卸汽车在第一次拍卖价格
（10.09万元）的基础上降价20％进行第二次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

彭更生、郑路峰：本院受理原告肖天兵诉被告彭更生、郑路
峰、深圳市澳普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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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4463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肖天兵撤回对被告深圳
市澳普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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