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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杰 郭艳芳 燕 兰

年近古稀的黄金根历经过数次婚姻，当重逢前妻王春香后，他们再度走到了一起。长期与儿子形同陌路，又身患重疾无人照顾，他对王

春香的付出倍感珍惜，许以相伴到老的美好诺言：买房子、送金饰、购合葬墓穴……，努力用行动表达对王春香的感情。虽未再次登记婚姻，

王春香也用无微不至的照顾，表达对黄金根的依恋。

然而，这套住房没有成为双方相伴到老的“保险栓”，反而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双方反目、儿女争吵、公安介入、老人则相继离

世……一幕幕令人唏嘘的悲剧不断上演。

1 孤独老汉 暴脾气难留人

2 前妻回归 相约共度余生

上世纪 40 年代出生的黄金根早已
退休，年轻时他自主创业，积蓄了一定
的财富，但因性格暴躁，婚姻并不顺
利。40 岁那年，不顾儿女的苦苦哀
求，他离开了结发妻子。

黄金根遇事冲动，爱大吵大闹，认
识王春香前，黄金根已经历过两段婚
姻。1997 年，年岁渐长的黄金根因身
体欠佳，迫切需要人照顾。他经人介绍
与丧偶的王春香相识，结为夫妻。黄金
根的衣食起居得到照顾，王春香的晚年
生活也有了更好的经济保障。

王春香性格温顺，长期相处后，了
解黄金根的性格，不会与黄金根正面争
吵，喜欢冷处理。长久下来，黄金根
觉得王春香的态度太过冷淡，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暖，心生嫌隙。共同生活
三年后，两人于 2000 年协商离婚。但
因为两人性格较为互补，彼此也没有
找到更合适的伴侣，离婚不离家，两
人仍生活在一起。2005 年双方决定复
婚，复婚后的黄金根并没有改变暴脾
气，王春香感觉两人性格差异太大，
难以与其长久共同生活，自愿于 2009
年净身出户离开黄金根，两人再次离

婚。之后，王春香切断了与黄金根的一
切联系。

两位老人共同生活期间，各自子女
也相继成家立业。黄金根的儿子黄军在
县城谋得工作，但与老父亲难有共同语
言，双方矛盾难以化解；女儿也远嫁他
乡，鲜少回家探望。加之当年黄金根抛
妻弃子离开家庭，与子女的关系比较淡
薄，彼此之间往来甚少。另一方面，王
春香老人膝下无子，3个女儿均已嫁为
人妇各自生活，处于寡居状态。

黄金根结束这段婚姻后，生活无人
照顾，又与她人有过一段 8 个月的婚
姻，因女方不愿照顾他而离婚。婚姻数
次失败使黄金根心灰意冷，认为还是亲
情可靠。为此，他在儿子住所不远处买
了间车库居住，期待修复父子关系。奈
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紧张的父
子关系并未得到有效缓和。

时间迈入 2010 年，此时的黄金根
年逾古稀，体重严重超标，痛风等疾病
缠身，生活无法自理，只能聘请保姆。
但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的暴脾气，做一
段时间就离开，他陷入频繁更换保姆的
艰难境地。

3 是否赠房 亲人反目上公堂

4 一声叹息 百年相伴空留穴

2017 年我国民政部门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3亿，占总
人口比例达到16.7%。预计到2020
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
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
升到 17.8%左右。根据国际标准，
60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快，如何保障、改善老年人生
活水平，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面临的
难题，也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回归本案，两位当事人均是空
巢老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当下
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个缩影。黄金
根有退休工资，经济上得到保障，但
子女疏远，生活上由频繁更换的保
姆照顾，精神上没有依靠。王春香
老人虽然有3个女儿，但因为有“儿
子养老”的传统思想，女儿们也有公
婆要侍奉，她选择了独居。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后，黄金根
的衣食起居得到了照顾，王春香的
生活也有了保障，虽然经历了离婚、

复婚又离婚风波，但二人相互扶持
共同生活了十多年，感情基础是有
的。可叹的是，两人因一次生活琐
事引发争吵，将双方子女牵涉进来，
继而产生了房屋之争，后续发展形
势已不是老人所能控制。本案纠纷
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子
女为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争执不
下，双方子女都急于作父母的代言
人，老人的真实想法似乎在子女们
的争执中被淹没了……

由本案可见，我国老年人权益亟
待关注和保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
历经修订。虽然2012年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修订时就将“精神慰藉”作为
赡养人的法定义务写进法律，以图进
一步完善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但整个
社会养老尊老爱老的氛围还未能有
效跟进。在此，我们呼吁家庭、社会
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从政府层面
上，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体
系，广泛覆盖城乡居民；从社会层面
上，大力发展社会公共养老服务；从
家庭层面上，提倡孝顺父母的传统美
德，爱老敬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 （安 康）

案后余思

与儿子不和，与保姆不睦，孤单、失
落的黄金根再次萌生了找老伴的念头，
这个人要既能适应他的脾性，又可以照
顾他的日常。回想起前妻王春香的细
心、体贴，他便四处打听王春香下落，知
道王春香尚未再婚后，他希望王春香能
够回到身边，陪伴并照顾自己，但王春香
拒绝了他的邀请。不死心的黄金根，又

找到亲戚、熟人多次做王春香工作，同样
缺人陪伴的王春香经不住黄金根的三番
五次邀请，两人便又生活到了一起。黄
金根为王春香购买了戒指项链，还把工
资卡交给她，由她负责家庭生活开支、用
品购置等。公开场合，熟人们亲切地称
呼王春香为“黄师母”。

就这样，两人似雇主与保姆又非雇

黄军认为所购房屋房款由父亲支
付，应当登记在父亲名下。王春香是父
亲请来的保姆，她擅自将房屋登记于自
己名下，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2015
年1月5日，黄军将王春香联系到父亲住
所，协商房屋归属。根据诉讼中黄军提
交的当日三人商谈的录音资料，黄军要
求王春香归还落户在其名下的房屋，王
春香赌气怼回黄金根：“（房屋登记）当初
写我名字是开玩笑？房屋我就拿回给
你。”黄金根回答：“拿回给我？一下要，
一下又不要。”后来黄金根病情恶化，无
法正常交流，此次录音成为老人处理房
屋归属的关键证据。

王春香虽口头答应将房屋过户给黄金
根，但想到自己已尽多年照顾义务，黄金根
父子却不念旧情，心里甚是委屈，回去与女
儿们商量后，便不再接黄军电话，归还房屋
一事搁置。黄军联系不上王春香，便写了
一份报案材料，向父亲黄金根宣读后，报案
至公安机关，称王春香诈骗，将属于黄金根
的房屋登记为其名下。公安机关认为，双
方系民事纠纷，未予立案。

黄金根身体每况愈下，或知天年已
近，2015年8月，黄军以父亲黄金根的代
理人身份到法院立案，诉讼请求是要求
王春香返还诉争房屋。立案次日，黄金
根因病去世。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并未
能画上句号，2016年10月上级法院裁定

由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诉讼期间，王春香被查出患有癌症，

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不想留有遗憾的王
春香有意接受调解。经过主审法官何燕
兰多次做调解工作，王春香有意将房子
作价进行分割，与黄金根子女各分得部
分价款。

“我妈妈这么老实的人，之前跟着黄
伯十多年，离婚时说出来就出来，一分钱
也没有要。”眼见王春香有意退让，王春
香的女儿为母亲叫屈，跑到法官办公室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母亲的遭遇：“现
在这个房子，本来就是黄伯考虑到与我
妈之前的夫妻情分和这几年照顾之情送
给我妈妈的，现在他儿子想要，就说是不
当得利，我妈妈太吃亏了！”

案件开庭审理前，在子女的争吵声
中，王春香不幸于2016年12月因癌症晚
期医治无效去世。

“老人家年龄大，打官司折腾人，要
不是你们胡搅蛮缠，我妈妈的病也不可
能这么快就恶化。都说‘人争一口气，佛
争一炷香’，这个官司我们还真得打到底
了！”悲愤的王春香女儿，把母亲的死亡
全部怪罪到了黄金根父子身上，彼此对
立的情绪变得更加激烈。

带着遗憾与不甘，两位老人在案件
审理期间分别离世，留下各自继承人继
续争夺诉争房屋。

开庭审理，双方剑拔弩张。
为了胜诉，黄军将房东李某和黄金

根同事作为证人请到法庭，以证明购房
款系黄金根全额出资，王春香只是作为
保姆代办购房事宜。

不服气也甚为委屈的王春香的女
儿，找到房屋中介和黄金根的病友，请求
他们出庭证明当时办理登记手续时，因
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所以房屋只登记
在王春香名下，黄金根对此明知，且明确

对外表示赠与是弥补对她的亏欠。
针锋相对的双方，数次对簿公堂，就

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争得面红耳赤。
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举证责任

的分配，是由黄金根方来证明王春香方
隐瞒实情、欺骗登记？还是由王春香方
来证明房屋是赠与所得？对此，双方均
无直接的有力证据。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当事人黄金根并
未与王春香登记结婚，在两人似保姆非

保姆、似夫妻非夫妻的共同生活状态
下，作出的赠与是否违背公序良俗？
对此，王春香女儿认为黄金根为养老
请其母亲照顾，念及多年夫妻情分及
照顾之情，赠与房屋不违反社会良俗。

合议庭通过讨论认为，诉争房屋
已完成登记，黄金根方没有证据证明
王春香一方存在隐瞒登记的情况，而
综合谈话录音及两位老人生前共同生
活的系列言行，可以确认房屋系二人
共同购买，黄金根将其享有的权益赠
与了王春香。同时认为，两位老人曾
为多年夫妻，关系密切，现在共同生
活，相互扶持照顾，解决了养老难题，
赠与行为互惠互利，不侵害他人权益，
也不违背公序良俗。

2017 年 3 月，吉安县法院判决，
王春香与黄金根曾为多年夫妻，关系
密切，彼此熟悉对方生活习性，一起
搬入诉争房屋，有共同照顾扶持期
望。期间，王春香积极照顾年迈的黄
金根，黄金根将工资卡交由王春香支
配家庭生活开支，还为王春香购买了
对戒、手链、合葬墓地等，不宜简单
认定为雇主与保姆关系。黄金根是一
名疾病缠身的 70 多岁老人，王春香
是黄金根曾经的妻子，互有相伴到老
的意愿。

根据黄金根方提供的谈话录音，
没有王春香隐瞒房屋登记实情的陈

述，黄金根也没有明确提出要求返还
房屋，从谈话语意可推断黄金根对房
屋登记情况自始知晓。

黄金根在购买诉争房屋前，曾先
后购买过两处房产，对房屋登记必须
由权利人到场签字程序知悉，还经历
过多次诉讼，具有较强法律认知能力
和法律保护意识。可确认，黄金根对
房屋登记情况自始知晓，王春香不存
在私自登记行为。

同时，黄金根将房屋赠与王春香
符合生活常理和逻辑，王春香方已尽
到合理说明义务。诉争房屋登记行为
已经完成，赠与财产已转移，非因法定
事由不可撤销，黄金根方无证据证明
该赠与存在法定撤销事由，故驳回了
黄金根方诉讼请求。

案件判决后，双方未上诉，但积怨较
深，为有效化解双方矛盾，何燕兰多次回
访案件当事人。2017年9月，何燕兰再
次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黄军表示服从
判决结果，不再上诉；在确认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后，王春香的女儿亦无激烈言
辞。

随着双方当事人的息诉服判，这
场夕阳恋人房屋争夺战落下了帷幕。
两位老人已驾鹤西去，谈论孰对孰错
亦意义不大，曾经共约百年合葬的美
好愿景终成一场空，徒留一地叹息。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主与保姆，似夫妻再婚又非再婚夫妻地
共同生活着。念及两人曾有多年婚姻及
王春香的照顾之情，2013年7月，黄金根
出钱购置了一块夫妻墓地，以待两人百
年后合葬。

黄金根腿部痛风，不宜生活在潮湿的
车库，加上王春香再次回来，黄金根决定
在医院附近购买一套住房，以供两人生活
居住，也方便自己入院治疗。两位老人一
起到相熟的一家房屋中介机构看房，并在
顾问介绍下认识了房东李某。

2014年6月，经中介撮合，黄金根与
李某谈妥以 3.8万元购买其位于县人民
医院旁边的房屋一处。此后由王春香与
李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了过户
手续，房屋登记权利人为王春香。为购

买该房，黄金根出资 3.8 万元，过户费
1.56万元由王春香出资。

办理过户手续后两人入住新居，一
个负责买菜做饭，一个负责看病养生，像
所有的夕阳恋一样，互相扶持，相互照
顾，也伴随着偶尔的拌嘴、争吵。

眨眼就到了 2015年 1月，因为生活
琐事，两人又发生争吵，王春香赌气连续
几天不理睬黄金根，行动不便的黄金根
火冒三丈，通过朋友联系到儿子黄军，希
望黄军能够回来照顾自己。

黄军见到年迈体弱的父亲几日无人
照顾，心有感慨，又听父亲说其出资购买
的房屋登记在王春香名下，甚为不平。
黄军不再提及过往嫌隙，接过照顾老父
亲的接力棒，王春香也随即搬离住处。

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慕伟春 作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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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汉：本院受理铜陵丰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0711执33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执行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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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胡桂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邯郸市金鼎典当行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胡桂花为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5）丛民担字第 1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403 执 1480 号执行通知书、风险提
示、财产申报表、限高消费、纳入失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如拒绝报告或者
虚假报告，本院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予以罚款、拘留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宋明尚：本院受理的苏令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
司法评估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室随机选取评估
机构，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5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进行
现场勘验，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评估程序正常进行。

[河北]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刘拥军：本院受理的北京歌杰斯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进入司法评估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本院
技术室随机选取评估机构，于公告期满后的第5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进行现场勘验，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评估程序
正常进行。 [河北]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王醒狮：本院受理的河北冀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司法评估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选取鉴定人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技术室随机选取鉴定人，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鉴定程序
正常进行。 [河北]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刘清澍（树）、王秀云：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建朝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依据（2017）冀0402民初109号民事调
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0402执
146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纳入失信告知书。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执行通知书送达期满10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李文华：本院受理李玉生申请执行（2014）涿民初字第261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执行中本院已依法委托河北恒裕资产评估
事务所公司对诉讼保全查封的李文华名下位于涿州市清凉寺办
事处发发商城房产一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为1183895元。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恒裕评报字（2017-9A004）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和（2015）涿法执字第266号拍卖裁定书，如对本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涿州市人民法院书面
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估价也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本院
将依法公开拍卖你的查封房产。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王建华：关于申请执行人杜振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由于你未能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杜振全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0682执1025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令你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应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至执
行完毕之日止。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

王振强：关于申请执行人安利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由于你未能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安利伟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0682执961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令你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应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至执
行完毕之日止。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

刘焕英：申请执行人梁子菊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13）长民初字第 0199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
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82执恢325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报告令、失信人决定书、裁定书等相关手续。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赵强、连慧平、河南新奇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
忠良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豫郑鑫辉评字[2017]Z12023A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
(2016)豫 0191 执 5604 号评估报告异议通知书、(2016)豫 0191 执
5604号责令履行通知书、(2016)豫0191执5604-2号执行裁定书、
(2016)豫0191执5604-3号执行裁定书、(2016)豫0191执5604-4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139号院2号楼
1单元18层57号房产(产权证号1301106495)一套】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查封
的财产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伊春四维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黑龙江省建筑标准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申请立案执行的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
院（2016）黑0709民初17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7）黑0709执6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传票。执
行通知书内容：限你公司在公告期满3日内履行上述判决书确
定的付款义务并依法承担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履行
义务，可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财产报告令内容：如不
履行义务，你公司应在公告期满后8日内报告财产。传票内容：
你公司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30分
到本院执行局接受询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人民法院

赵恒梅：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晶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执行人张晶申请保全你的住房公积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海

共执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共合法庭领取
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海伦市人民法院

袁希佳、袁维芳：本院受理常延坤申请执行袁希佳、袁维芳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6）黑0221执1438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45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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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龙江县人民法院

高欣玉：本院受理的营口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辽 0804 民初 213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804执1435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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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王庆洋：本院受理的营口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辽 0804 民初 384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804执1439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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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王倩：本院受理的营口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辽 0804 民初 214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804执1436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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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刘岩：本院受理的营口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辽 0804 民初 211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804执1434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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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李莉莉：本院受理的营口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辽 0804 民初 2132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辽0804执1438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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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刘善洪、赵丽丽：本院（2016）辽0291民初6940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于2017年11月27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
院已立案执行。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辽0291执282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限你们自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金成柱、金鑫：本院受理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与被执行人金成柱、金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沈阳
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810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因你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现拍卖被执行人金鑫名下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三义
街2-19号2-10-1（建筑面积114.51平方米）房产，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辽0102执18号拍卖裁定书、拍卖通知书及辽宁中
资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出具的辽中资
房评（2017）第1112号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你们于公告期满后10日内可向本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
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依法对该房产进行拍卖、变卖。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佟波、姜岩：本院受理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

行与被执行人佟波、姜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沈阳市和
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867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行。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现拍卖被执行人佟波、姜岩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
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雪莲街111-12号2-5-2（建筑面积101.97平
方米）房产，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102执1654号拍卖
裁定书、拍卖通知书及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年11月3日出具的辽天衡评（2017）E670号评估报告书，自
公告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于公告期满后10日内可向本
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依法对该房产进
行拍卖、变卖。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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