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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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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某市演艺集团的一名当红女演员，当发现任国企高管的丈夫有妙龄“小三”后，怒不可遏，她将从丈夫手机里获得的多张“小

三”裸照，上传至自己的新浪认证微博，由于其微博粉丝众多，顿时引发空前关注和辣评。2016年9月26日，“小三”以名誉权受侵害

为由，将女演员告上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索赔精神损失等各项费用10万余元。同年12月23日，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胜诉，

获赔9500元。而紧随其后，女演员又告赢了与“小三”之间的赠与合同纠纷官司，“小三”须返还17.9万元。

这两起案件的三个当事人之间，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1 “小三”自曝隐私惹事端

2 网上直播“小三”裸照

案后余思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名誉
权和隐私权，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
权不得侵犯。“小三”破坏他人家
庭，败坏社会风气，但这些都属于
道德谴责的范畴，不可用违法的手
段来报复“小三”，否则本属于受
害的一方，反会承担法律上的不利
后果。以王蕾状告陈芸一案为例，
当陈芸获悉丈夫出轨，“小三”破
坏家庭后，其愤怒之情完全可以理
解，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合法有效途
径依然是法律而不是感情用事。陈
芸出于泄愤，擅自在其微博账号上
直播“小三”王蕾的裸照，引发受
众围观及跟贴评论，陈芸主观上具

有过错，客观上也险酿王蕾自杀而
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故法院认
定其侵犯了“小三”的名誉权，并
判决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对方相应的
损失，实属有法可依。

本起感情事件，其有别于类似
事件的意义在于正室与“小三”互
告，双方都最终知道依法维权。

“小三”虽说赢了自己的起诉，但
不争的事实是却输了道义，那就是
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是不光彩的。
而正室虽说输了一场官司，却也告
赢了“小三”，既维护了自身的合
法权益，也伸张了道义，同样值得
肯定！

1986 年出生的陈芸，不仅是苏南
某市演艺集团的一名当红演员，而且也
是微博大V，其新浪认证微博的粉丝量
众多。平日里陈芸喜欢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些演出自拍、各地风情，以及与丈夫
秀恩爱的图片和文字。丈夫张凯大陈芸
6岁，是当地一家国企的部门经理，两
人婚后有了孩子，夫妻关系和睦，小家
庭既不缺钱、更不缺爱。在陈芸看来，
她与张凯的结合，可谓郎才女貌，强强
结合，夫妻关系牢固稳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感情在遇到
诱惑时，有的人是把持不住的，而张
凯就是这样一个角色。2013 年春节期
间，张凯在一个社交场合上，结识了
学影视表演专业的王蕾，王蕾也是本
市人，当时只有 18 岁，长相可人。两
人相识后互加了微信，经过短时间微
信接触，张凯迷上了王蕾的美色，开
始对她疯狂追求。不差钱的张凯在王
蕾身上大把砸钱，满足她的虚荣心，
如此，时间不长张凯就得到了王蕾的
身体，两人随后发展成情人关系，经
常约会并开房偷欢。

这之后，王蕾考进南京一所大
学，继续学艺。在这个过程中，王蕾
双休日经常回无锡见张凯，张凯也经
常来南京见王蕾，张凯还花不菲的费
用为王蕾在南京租房，以方便两人见
面。陈芸因经常赴外地演出，对丈夫
的出轨没有丝毫察觉，而且她也想不
到丈夫会背叛她。更何况张凯也会表
演和伪装，他有了王蕾后，对陈芸表
现得更好，经常给她买名贵首饰或时
装，这使得陈芸感到格外幸福。作为
一位年轻演员，陈芸在网上也很高
调，除经常发自己的自拍照外，还喜
欢把丈夫赠与她的贵重物品拍成照片
发到网上，秀夫妻恩爱。

王蕾也关注了陈芸的微博，陈芸
发到微博上的东西她一清二楚。尽管
张凯百般宠她，大把在她身上花钱，
但也许是她年龄太小不大懂事，加上
过于任性等原因，她对张凯对妻子好
很是吃醋，心理上不能接受。她为这
事与张凯吵过、闹过，张凯苦口婆心

向她释明这是他稳住陈芸的一种技
巧，目的是为他们两人好，但王蕾就
是听不进。张凯没有办法，只好尽力
满足小情人，但王蕾却得寸进尺，这
直接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张凯也意识
到了王蕾的不可靠。

2015年5月初，王蕾和张凯发生了
矛盾，随后演变成激烈冲突。当时王蕾
非常任性，扬言要把两人的关系捅出
去，让张凯身败名裂，弄得张凯十分紧
张。由于张凯满足不了王蕾提出的条
件，王蕾真的找到张凯的单位吵闹，弄
得张凯十分被动。

一天晚上，人在宾馆的王蕾发微信
告诉张凯，称自己服下大量安眠药，等
着张凯去收尸。张凯紧张得要命，只好
向自己的父母道出实情，随后张凯和父
母一道赶往宾馆去抢救王蕾，结果却发
现王蕾一切正常，并未服安眠药。

由于这次矛盾闹的比较大，极为
任性的王蕾除不停地威胁张凯外，还
几乎天天通过微信聊天辱骂张凯的父
母及陈芸，张凯只好采取不理睬的态
度来对付王蕾。岂知如此一来，王蕾
找到了张凯的家里，直接把两人的隐
情暴露给了陈芸，陈芸获悉此事后差
点被气疯。

2015 年 5 月 13 日，张凯瞒着妻子
与王蕾签订了《分手协议》，载明：双
方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分手，此后互不干
涉对方工作、学习和生活；本协议签署
之日，张凯一次性支付王蕾 15 万元分
手费，作为张凯对王蕾的所有补偿；本
协议签署之日，张凯已将分手费一次性
付清，王蕾已全额收悉；王蕾自协议签
署之日起，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或侵害
张凯的名誉或家庭、工作、生活，否则
张凯有权收回所有分手费，并保留索赔
权利。协议签订的当日，张凯通过中国
建设银行向王蕾转账15万元。

张凯用钱换来了平安，与王蕾分手
了，他向妻子保证绝不与王蕾继续来
往。尽管陈芸承受不了这一打击和耻
辱，但看在孩子的份上，她最终还是原
谅了丈夫，但前提是张凯必须干净、彻
底地与王蕾断绝关系。

婚外情这种事，建立起来容易，断
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张凯在付出 15 万
元的代价与王蕾断绝关系后，这年的 9
月底，两人因念及旧情，又暗地里恢复
了关系，并火热了一阵子。张凯企图改
变王蕾的任性和过于情绪化的个性，希
望两人从此一直好下去。但张凯的如意
算盘又打错了，王蕾根本不吃他那一
套，性格上不仅照样我行我素，而且大
事小事还都要张凯听她的。

陈芸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张凯因为
对她内心有愧疚感，所以表现得比以往
更好。在与王蕾恢复关系后，为不让陈
芸怀疑，张凯特意花重金为陈芸买了一
只卡地亚手镯。陈芸拿到这只心爱的手
镯后，一如既往地将手镯拍成照片发上
微博，秀夫妻恩爱，她这样做一是帮丈
夫树立信心，二是给熟悉她的身边人
看，以示她与丈夫的感情依然牢固。但
陈芸并不知道，王蕾也是她的微博粉

丝。
王蕾发现张凯给妻子买了名贵手镯

后，也盯住张凯给她买一只，张凯表示
经济上吃紧，暂时满足不了。于是王蕾
就通过微信聊天逼张凯买，张凯不从
她就往死里骂，并同样辱骂陈芸。至
此，张凯又后悔不该与王蕾和好，但
已经走到这一步，他想再甩却又没那
么简单。

2016 年 1 月，张凯发现王蕾与另
一男人交往密切，而且还去开房，一
时怒不可遏，由此两人又开始争吵、
冷战，双方的关系再次跌入冰点，王
蕾重新扬言要让张凯知道她的厉害。
王蕾果然说到做到，4 月 15 日，她又
回到老家要挟张凯，并到张凯的公司
纠缠、威胁，万般无奈之下张凯只好报
警求助。

打这之后，张凯不再联系王蕾，但
王蕾却天天在微信里辱骂张凯，要张凯
联系她，满足她的分手条件。

张凯担心事情再闹大毁了与陈芸的
婚姻，又担心在公司内声名狼藉，于是
只好继续大把砸钱换平安，但即便如此
王蕾仍不放过张凯，继续要钱，张凯后
来实在拿不出钱，她也不甘罢休。2016
年5月中旬，张凯的母亲住院手术，那
些天王蕾一不如意就冲到医院找张凯讨
说法，直把张凯的母亲气得病情加重。
一天因张凯没接王蕾的电话，王蕾一怒
之下，于 5月 15日直接发信息给陈芸，

说她早又和张凯好上了，并将保存的与
张凯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给了陈芸。陈芸
怎能受得了如此打击，当晚她在与张凯
大吵大闹一场后，从张凯的手机里发现
了王蕾的多张裸体照片，并将这些不堪
入目的照片转发到自己的手机。

5月 15日晚 8时许，被气疯的陈芸
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她将取
得的王蕾的那些裸照，以微博直播的形
式，在一小时内陆续上传至自己的新浪
认证微博，并配上文字对王蕾和丈夫进
行严厉谴责。由于陈芸微博上的粉丝众
多，被她定性成“小三”的王蕾那些裸
照被公开后，顿时引发如潮般评论，人
们纷纷谴责王蕾的不道德行为。

王蕾也第一时间看到了陈芸发布
的她的那些裸照，16 日上午她跑去南
京市钟山公证处对陈芸发布的微博内
容进行了公证。办完公证后，王蕾报
警求助。警方接报后，随即与陈芸联
系，陈芸接到民警的电话后，即时删
除了涉及王蕾的微博内容。当日晚间 7
时许，王蕾在南京市鸡鸣寺大门对面
意欲自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并报
警。民警在了解情况后，将其送往医
院包扎伤口。

5月31日，陈芸与张凯离婚，双方
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进行了处置，作
为典型过错方的张凯，自愿赔偿了陈芸
的相关损失。好好的一个家庭，由此彻
底解体。

2016 年 9 月 18 日，陈芸一纸诉状
将王蕾告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并将前
夫张凯列为案件第三人。原告起诉称，
被告与张凯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告
与张凯在保持不正当关系期间，以分手

费等为由多次向张凯索要钱财，数额巨
大，已知的金额就达 35 万余元。张凯
向被告赠与的金钱系与原告的夫妻共同
财产，张凯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未经
原告同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

呵护婚姻不能用违法手段

慕伟春 作

3 原配“小三”互告引发两起诉讼

反公序良俗且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
赠与行为无效，故被告应将上述款项
返还原告。

法院受理陈芸的起诉后，9月26
日，王蕾以陈芸的行为侵害其名誉权
为由，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
损害抚慰金8万元；被告向原告书面
道歉并在其微博上连续 15 天持续道
歉；被告将其掌握的原告不雅照片全
部删除；被告承担公证费 1500 元、
律师费2万元及诉讼费907元。

在陈芸诉王蕾一案审理中，王蕾
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将案件公开庭
审并通知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报道，意
欲将涉案隐私彻底公开化。

11月11日及12月28日，法院先
后两次开庭审理此案。案件审理中，
原告陈芸坚持诉讼请求，不愿作任何
让步。而被告王蕾则辩称，被告并未
从张凯处拿到 35.8 万元，仅拿到 15
万元，且该款已经在双方恋爱期间共
同消费支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案件证据交换及质证过程中，
被告王蕾对原告提交的张凯向王蕾
转账 20.8 万元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
屏、张凯与王蕾的微信聊天记录截
屏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坚决否认曾
收到张凯通过支付宝向其支付的钱
款。庭审中，法庭向王蕾释明了如
实陈述案件事实的相关要求，并告
之若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可能造成的
后果。但王蕾仍一口咬定没收到张
凯通过支付宝转给其的 20.8 万元。
后法庭依法向支付宝 （中国） 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调查，证实王蕾确实
收到了张凯通过支付宝转给其的
20.8 万元。由于王蕾故意隐瞒案件
事实，最终被法庭罚款 2万元。

在王蕾诉陈芸侵害其名誉权一案
中，原告王蕾同样坚持诉讼请求不作

让步。被告陈芸辩称：确实在其微博
上发布了原告的裸照，后于次日中午
删除，其所实施的行为达不到对原告
造成精神损害的程度，即使对原告构
成精神损害，损害数额也没有原告主
张的那么高。陈芸同意书面及在微博
上向原告道歉，其所掌握的原告不雅
照片已经全部删除。原告要求被告承
担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公证费和诉
讼费的负担由法庭判决。

12 月 23 日，王蕾告陈芸一案宣
判，原告王蕾胜诉，被告陈芸被判自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王蕾
书面道歉 （具体内容由法院审核）；
陈芸在其涉案微博账号发布向原告王
蕾的道歉函（具体内容由法院审核并
保留七天）；陈芸如未按本判决履行
第一、第二项义务，法院将在江苏省
省级媒体上发布本案判决书，所需费
用由陈芸负担；陈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蕾精神损害抚
慰金 8000 元、公证费 1500 元，合计
9500 元；驳回原告王蕾的其他诉讼
请求。

12 月 30 日，陈芸告王蕾赠与合
同纠纷一案宣判，法院认为，第三人
张凯在与陈芸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 35.8 万元赠与
被告王蕾，该行为不仅侵害了陈芸
的财产利益，也违反了中华民族的
善良风俗，因此属无权处分，故法
院认定张凯与王蕾之间的赠与合同
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
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王蕾应
返还陈芸诉争财产35.8万元的一半即
17.9万元（注：夫妻共同财产按一人
一半计算）。

案件判决生效后，陈芸于 2017
年春节前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
求被申请执行人王蕾立即给付17.9万
元，目前此案仍在执行过程中。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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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明专：申请执行人李朝阳与被执行人粘明专物权保护纠
纷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思民初字第1809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粘明专至今未
按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限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李朝阳已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厦门市思明区合群路38号房屋已移交
李朝阳使用，由于房屋内尚存放有你的物品，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现公告责令你于公告期
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厦门市思明区合群路38号房屋内物品取
回。本公告期为一个月，逾期不履行的，则视为废弃物处理。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鲍云清、蔡爱飞：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与被执行人鲍云清、蔡爱飞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进入执行阶段。经委托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対被执行人鲍云清名下址于厦门市
湖里区长乐路 350号 8030室的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总价
为人民币 866424 元（单价为 11517 元/平方米）。因你们下落不
明，本院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大学评估房字【2017】ZB0302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若对该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请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否则视为无任何异议，本院将依法启动对上
述房产的拍卖程序。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陈志东、叶鲜花：关于申请执行人罗政添与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6民初1898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你方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
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粤 0306执 11706、11707号执行令、执行裁定书、房屋评估
拍卖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雷斌、广东雷斌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王艳与
雷斌、广东雷斌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广东雷斌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西坑工业园其厂内的机器设备及有关电缆、钢材等
资产（评估价值人民币673900.00元）的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以
及相关执行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C804室领

取前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依法予以执行处分。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杰杰：关于申请执行人黄文文与被执行人王杰杰仲裁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粤
13执82号执行通知书、申报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所有执行裁定
书、评估报告、拍卖公告、异议等一切涉及执行的法律文书以及
到本院办理上述执行过程中的所有事宜的通知。执行裁定书的
主要内容为查封、冻结、拍卖、边控、确认拍卖等具体执行行为。
对具体执行行为有异议的可在本案执行程序终结前书面向本院
提出。上述公告内容自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0日内请到本院联系办理上述事宜或提出异议或通过
本院递交材料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逾期不到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熙军、周红、济宁市鹏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颜辉、邢文

梅、李新华、白春美：本院受理三河市新宏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2015）三民初字第 120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艾奇峰、蔡莉：孙银涛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6执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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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3日内履行
本院（2016）豫0106民初138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艾奇峰名下位于郑州市上街区许昌路5号
院 2幢 16号（房产证号：郑上 017367号）房产一套予以评估、拍
卖，及蔡莉名下位于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 55号院 30幢 8层 5单
元 802号（房产证号：上 048113号）房产一套予以评估、拍卖，同
时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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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于公告期满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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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

胡鹏：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民初 1681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你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先锋太盟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 2017年 6月 23日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

日立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
778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责
令你们于公告期满 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刘强：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荥阳市金晨教育体育用品经营
部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强合同纠纷一案，你尚未履行（2016）豫
0182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因无法有效联系到你，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82执1590号执行通知书、相关查封评
估拍卖裁定书、财产申报令、限制高消费令、廉政监督卡、纳入失信
决定书等相关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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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履行，本院将对依法查封刘强名下的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4号付1号院2单元5层506号(不动产权证
号：1101095817号)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本次同时向你公告送达选
择确定评估机构通知、确定勘验现场时间通知。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第七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到本院办理有关选择确定评估机构、确定勘验现场时
间、勘验、评估报告送达、网络司法拍卖（网址：http://sf.taobao.com）
等评估、拍卖、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现场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义务（参加选择确定评估机构、知晓已选择确定评估机构、
参加勘验的权利，提供相关评估资料的权利，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
的权利，知晓评估拍卖过程中各阶段性工作进程安排的权利，主动
配合本次执行、评估、拍卖顺利进行的义务，等），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荥阳市人民法院

黄永贵：本院受理曹文建、范兆荣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0683执恢22号
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应在
公告期满后5日内报告你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

产情况。逾期既不履行，又不报告财产情况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并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

金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桂兰申请执行(2017)吉 0622
执343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你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执行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履行(2016)吉
0622民初979号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赵红梅：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国权申请执行赵红梅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据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委托，要求
对涉案的被执行人赵红梅所有位于海勃湾区香榭丽舍小区A区
21号楼 2单元 1楼东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现需对上述
财产进行了摇号选择评估机构，现将摇号结果告知你，该案经摇
号选择为乌海市泰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本公告发出之
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该案进入评估、拍卖程序。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邵威名、任敏军、关晓溪：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卫东与邵威

名、任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邵威名、任敏军、关晓溪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邵威名、任
敏军、关晓溪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0781执116号执行通知书、财
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查封裁定），到庭选择评估机构。内容如下：
一、责令邵威名、任敏军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所确定的义务，即邵威名、任敏军给付卫东欠款
350000元，负担申请执行费5150元,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
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二、査封关晓溪名下的坐落于满
洲里市湖滨小区 7 号楼 3 单元 602 室房产（满房权证 2007 字第
044288)、10号楼A区12号车库。三、邵威名、任敏军、关晓溪自本公
告送达之日起3曰内到庭选择评估机构。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满洲里市人民法院

柴永峰：本院受理李海峰申请执行柴永峰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内0105执36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柴
永峰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湾小区 11号楼3层5单
元 301室，面积为 126.91平方米房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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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西安一得贸易有限公司、吴德鸿、金志霞：本院受理的张胜利与
西安一得贸易有限公司、吴德鸿、金志霞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陕民终36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
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张胜利申请强制执行，本院
依法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陕01执757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2017）陕01执75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7）陕01执757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2017）陕01执75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秀坚、张建菊：本院受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
支行申请执行上海市闸北区金欣地板经营部、陈秀坚、张建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付款义
务，依法委托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陈秀坚
名下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 958弄山林道 43号 702室及地下
车库 7号地下 1层车位 22室房产进行评估，已作出评估价值为
537万元的评估报告书。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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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天津滨海新区盛泰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窦连龙申请执

行你公司（2015）滨港民初字第492号民事调解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你公司院内（大港油田津歧公路63
公里处西侧）沙子每吨价值的评估报告书（河沙价值约为：不含税
价约为43元/吨；海沙价值约为：不含税价约为34元/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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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

韩德勇、刘昌萍：本院受理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滨海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天
元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韩德勇名下的坐落于河西区吴
家窑大街 19 号奥发大厦 1804 室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天
元房估字（2017）第 026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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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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