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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环境变化，离婚率一路走高，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离婚率位居榜首。据民政部门统计，
2017 年上半年北京市登记离婚率达到了 39%。在北京，与离婚率同步增长的房价使得房屋成为公民一生或者是几代人最大的生
活消费项目。离婚，必然伴随着财产分割，然而不同的购房方式对相关法律中关于传统的夫妻共同房屋认定标准和分割规则提
出了新的挑战。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近年来审结的涉房屋分割离婚纠纷案件进行了系统化分类调研，通过解读典型案例，总结
出几类常见涉房离婚问题。

首付支助非权属
莫将资金当房屋
小王是家中独子，2008 年小王和
小刘登记结婚，2010 年小王父母拿
出终生积蓄 100 万元作为首付款为
小两口按揭买了一套两居室商品
房。首付款是小王父母转账到小王
账户后由小王向开发商支付，购房合
同由小王签署，房贷以小王的住房公
积 金 办 理 ，一 直 由 小 王 支 付 按 揭 贷
款，2013 年该房屋产权办理在了小
王个人名下。2016 年，小两口因感
情 不 和 ，小 刘 起 诉 到 法 院 与 小 王 离
婚，并要求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分割。小王同意离婚，但认为
该房屋由自己父母出资，并登记在自
己名下，贷款也是自己一直在还，认
为应当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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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
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婚后由一方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
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
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
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条款
应当做限制解释，这里所称的出资应
当仅指全额出资。
此案中，小王的父母对所购房屋
仅支付了首付款，
属于部分出资，
无法
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虽然产权登记在
小王个人名下，
但不能适用《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
因为小王的
住房公积金在二人婚后也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小王实际上一直用共同财产
在偿还按揭贷款，该房屋应当认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但具体分割时应当根
据公平原则，酌情考量小王父母的出
资情况对其适当多分。

婚前买房婚后得
财产性质不转化
小马和女朋友小陈相恋多年并于
2010 年登记结婚。小马收入殷实，
2009 年以个人积蓄出资全款购买了
位于昌平区沙河镇的一套商品房。房
屋因属期房，签订合同和缴纳购房款
项后直到 2012 年才交房入住并办理
产权证。小陈用自己婚后的积蓄对房
屋进行了装修，并购买了家具家电。
2013 年双方孩子出生后因婆媳矛盾，
小陈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按照夫
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房屋。小马坚持
认为房屋是自己用婚前个人财产购
买，不同意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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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
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的
所有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
为夫妻共同财产。结合我国婚姻法第
十八条的规定，婚前财产属于一方个
人财产。
此案中，小马在与小陈登记结婚

盛方奇 制图
前已经用自己的婚前财产支付了购买房
屋的全部价款，也就是已经完成了房屋
买卖合同中己方的全部义务。虽然该房
屋实际交付和办理产权登记发生在结婚
后，这只是售房方单方履行义务。小马
婚前支付的购房款只是在婚后发生了形
式上的变化，
变成了房屋产权而已，
该房
屋仍应当为小马的个人财产。故法院判
决房屋归小马所有，由小马补偿小陈装
修和家具家电费用中属于小陈的部分。

理具有法律效力的结婚登记后才能认定
为双方具有法定夫妻关系。根据传统习
俗举行的婚礼仪式、订婚仪式均不具备
登记的法定效力。
此案中，王先生父母在二人办婚礼
后，
登记结婚前，
全款出资为二人购置房
屋，
但产权登记在王先生个人名下，
可视
为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己方子女。故法院
据此最终认定车公庄的房屋属于王先生
的个人财产，
驳回了赵小姐的诉求。

民间仪式虽隆重
民政登记方有效

协议终归纸上字
赠与还需变登记

王先生和赵小姐恋爱多年，于 2010
年 9 月按照家乡风俗举办了隆重的婚
礼。由于赵小姐单位对配偶身份进行了
一定时间的政审，二人于 2011 年 6 月才
办理结婚登记。在此期间，王先生父母
以儿子的名义全款出资在西城区车公庄
购买了一套二手学区房，登记权利人为
王 先 生。二 人 婚 后 聚 少离多，感情疏
远。赵小姐于 2016 年起诉到西城法院
请求判决离婚，并认为车公庄的房屋是
二人举办结婚仪式后王先生父母赠与给
两个人的，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
割。王先生同意离婚，但坚持认为该房
屋属于自己父母对自己的个人赠与。
法官说法：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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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
人结婚前，
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
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这里所指的结婚应当做严格解释，我国
法律采取的是登记结婚制，就是只有办

30800053 97378153、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到期日为
2018年6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申请人广东立盛建设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建设银行江门新会支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
行银行汇票1张【票据号码10500043/20025538，出票人广东立盛建 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登报之日起至2018年7月13日止，
设有限公司，收款人江门市新会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额人民币 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限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壹万柒仟元整（￥17000.00元）】，因不慎遗失，于2018年3月23日向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申请人何林娣因遗失收款人为何林娣、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迪荡支行、票面金额为 180000 元、本票号码为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1030337525355431、出票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的银行本票1份，
申请人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该票据记载：
（票据号码为10200052/24979544，金额80000元，出票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登报之日起
人湖北齐星模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公司随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湖北齐星精密制件有限公司）。向本院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拍卖公告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湾支行与王
申请人江苏鼎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 强、邰智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王强名下的辽
票人陕西奥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汇票号为3130005222869932 的 B49D87 号梅赛德斯-奔驰车辆一台进行第一次拍卖，评估值人
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陕西奥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壹拾 民币贰拾肆万肆仟陆佰柒拾叁元整(RMB：244673 元)，其他有关
万元整，付款行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事宜，请登录京东(网址：http：//sifa.jd.com／)。联系人：姚法官，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现予公告。自公告 电话：0411-82793319。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送达执行文书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西安皓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高红卫、高峰、王阿慧：本院依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镇江市亿杰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北京银行余杭支行 据(2016)西莲证经字第 10053 号执行证书在执行常启鹏与你们
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高红卫名下的位于西安
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31300051/41345523，票面金额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九路白桦林居48幢40803号的房屋1套进
50000 元，出票人杭州罡嘉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宁波兴德 行评估，评估总价 110.95 万元。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
宏达贸易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 2018 年 4 月 16 日。自公告之日起 告送达如下文书：(2017)陕 0112 执恢 954 号执行裁定，拍卖被执行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人高红卫名下的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九路白桦林居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48 幢 40803 号的房屋一套。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源市欣达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浙江海森
清算公告
纺机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米格电机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2017年2月22日，
本院根据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招商银行绍兴越兴支行、出票金额为 200000 元、汇票号码为

申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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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换卡
逃费很猖狂
换卡逃费是指在高速公路上，
驾驶员通过交换不同行程的通行
卡，相互改变入口站点，以达到少缴
车辆通行费的目的。去年以来，浙
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共受理
涉高速公路换卡逃费诈骗案件 15
件 99 人，涉案金额达 300 余万元。
调研显示，此类案件主要呈现
三个特点：
发展迅速，形成区域性规模。
被告人涉案时间大多不足一年，逃
费路线较为集中。大部分被告人同
属于一家运输公司或系老乡，通过
微信、QQ、电话这些廉价、覆盖
面广的方式获取车辆运输信息，自
行联络换卡。部分被告人甚至直接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寻找“同
伙”，利益链延伸至不同运输公司
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线路相对固定
的区域性逃费群体。此外，审理中
发现，被告人所属公司存在默认逃
费情况，以“无发票”为由，从本
应报销过的路费中扣除约 200 元，
三方获利。
手段升级，呈现专业化趋势。
团伙作案，换卡对象又不固定，最
多一起案件被告人多达 40 人。除
常规的相约在某服务区或监控弱化
路段换卡以外，还衍生出一些人专
门从事该行业，
“以重换轻”，帮助
被告人换卡逃费。如该院审理的被
告人丁某等 7 人诈骗一案，丁某与
宁波某运输公司的 6 名货车驾驶员
合作，用自己的轿车跟大货车在高
速公路出口前一站换卡，从嘉兴到
宁波一趟逃费 800 元，半年间共逃
费 85 万余元。
管理不足，技术防范有待加
强。首先，高速公路收费站自助发
卡机存在漏洞，驾驶员可自行选择
领取大车或小车的卡，给“以重换
轻”“以大换小”逃费的驾驶员留
下可趁之机。其次，收费员识别换
卡行为的能力欠缺，换卡车的通行
卡在付费时一般会显示“严重超
时”“车牌不符”
“车型不符”等提
示，驾驶员常能以车辆故障、停靠
休息、进口处录入错误等理由搪塞
过关。再次，驾驶员利用锡纸包裹
通行卡屏蔽定位信号，干扰车辆行
使路径信息，导致收费员无法发现
换卡行为。
南湖法院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如
下建议：
构建完善的打逃体系。整合公
安刑侦部门、高速交警、路政、交
通等多方力量，联合开展打击偷逃
专项行动；成立打击偷逃的专业队
伍，实行分级管理，组建现场工作
队伍和后台稽查队伍，做到现场检
查无死角，后台审查全方位。
构建防逃费技术体系。建立偷
逃黑名单，通过车辆识别系统来识
别行驶路径并进行对比取证，记入
黑名单；加强跨路段、跨省合作，
建立逃费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共享
逃费车辆信息，并将逃费车辆信息
及时通知至各收费站及车道，实现
逃费车辆准确锁定。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议立法
部门通过实证研究，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加重对高速逃费行为的处
罚，以维护良好的营运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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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和前妻离婚多年，因户外活

动和年纪比自己小 20 多岁的张小姐
相识，两人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
2010 年登记结婚，李先生在婚前有一
套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别墅。张小姐大
学毕业后就在北京打拼，但一直没有
能力购房，
为表示对张小姐的感情，
李
先生在结婚当天就和张小姐签署了一
份书面协议，协议约定别墅产权在婚
后 归 张 小 姐 个 人 所 有 ，与 李 先 生 无
关。巨大的年龄差距让二人婚后矛盾
重重，最终导致两人感情破裂。张小
姐起诉要求与李先生离婚，并按照二
人签署的婚内财产协议判决别墅归自
己个人所有。李先生同意离婚，但认
为当初签署协议是为了和张小姐好好
过日子，
现在两人即将离婚，
房产证也
并未实际变更登记，不同意再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过户手续。
法官说法：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
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前和婚后
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
者部分各自、部分共同所有，
该夫妻财
产约定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里所指的财产
约定是一种有对价的、双方财产权益
的安排，不包括将一方个人财产约定
归对方所有的情形。将一方个人所有
的财产约定归另外一方所有在实质上
属于无须对价的赠与合同，涉及房屋
所有权的，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和物
权法的相关规定。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第六条的规定正是与上述两部法
律接轨的结果，在约定涉及房屋未办
理产权变更登记前，赠与人可以享有
任意撤销权。故法院判决驳回了张小
姐要求李先生按照协议履行变更登记
的诉求。

离婚协议虽履行
未办离婚也无效
林先生和孔女士结婚多年，
积累了
丰厚的共同财产。孩子上大学后二人
渐渐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
几次想要离

观察

婚。2015年8月，
二人在一次激烈争
执后，
决定协议离婚，
并签署了一份
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约定二人婚后购
买并登记在双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房
屋两套，
位于朝阳区芳草地的一套归
林先生单独所有，
位于海淀区双榆树
的一套归孔女士单独所有，
其他共同
财产也同时进行了分割。签署协议
后的次日，
双方就前往房管局完成了
房屋权属的变更登记。由于双方工
作繁忙，
一直没有前往民政局办理离
婚登记。
2015 年 9 月，孔女士发现林先
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出轨情
形，
觉得自己在婚姻中受到了伤害，
要求改变原来的房屋分割方案，林
先生应当净身出户。林先生认为自
己没有出轨，房屋已经按照离婚协
议进行了分割，已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孔女士遂起诉至法院，要求
按照共同财产分割上述两套房屋，
均由孔女士个人所有。
法官说法：离婚协议与一般民
事合同存在一定区别，它既有身份
关 系 的 约 定 ，也 有 财 产 关 系 的 约
定。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
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
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
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
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
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
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离婚
协议属于典型的附生效条件法律行
为，
只有生效条件（登记或者诉讼调
解离婚）成立时，
离婚协议才具有法
律效力。
此案中，林先生和孔女士虽签
署了协议，但未前往民政局办理离
婚登记，该离婚协议并未发生法律
效力，双方据此履行的房屋产权变
更登记因缺乏履行基本，应当恢
复原状。

思考

对逝去感情也要存尊重之心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房 产 和 婚 姻 往 往 被 绑 定在一 起，没有
房 子 就 没 有 归 属 感，没 有 房子就很难
结 婚 。 房 子 本 身 就 有“ 家 ”的 象 征 含
义 ，有 了 房 子 ，
“ 家 ”才 有 了 依 托 的 载
体，结婚时“你爱我，就在房产证上加
上 我 的 名 字”已 成 为 一 些人检验真爱
的重要标准。
然而如果有一天爱情消逝，曾经相
爱的双方选择以离婚的方式来结束一段
破裂的感情，分割财产则成为必然。在
众多财产中，房屋因其高昂的价格成为
人们在离婚时的关注焦点，然而很多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16日（总第7325期）
受理北京人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本院认为，北京
人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
清算组应在掌握其
财产和负债情况的基础上，对其所有既有法律关系进行彻底、概况的
清理。现经北京人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多方查找，北京人
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股东及有关管理人员始终未能
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
印章、
账簿等重要文件，
北京人杰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现处于人员下落不明及财产状况不清的状态，
清算工作无
法进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的规定，
本院于2018年3月7日裁定终结北京人杰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东辉电源电气有限公司、
第三人李新风: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刚
诉你们申请公司清算一案，
案号为(2018)粤0306清申3号。
因你们下落不
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8年7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
请依时出
庭，
逾期将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受理了无锡威孚高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深圳市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
“和君创业公司”
)
强制清算一案，
案号为(2018)粤0304强清1号，
并于2018年3月28日指定
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和君创业公司清算组(下称
“清
算组”
)，
负责人为相恒祥。
和君创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2011室，
联系人:谭朗、
王寻，
电话:0755-83734929，
传真:0755-82966576）申报债
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和君创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
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深圳市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司清算组

送达仲裁文书
中联文创控股有限公司、
田启明、
陈连升、
洪香坛：
本会受理申请人福

不清楚的是，
房屋的产权性质、房子的
购买时间以及购房出资情况等都是影
响房产分割的重要因素。当事人对婚
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往往固持己见，
导致在离婚纠纷中涉及房屋分割问题
时僵持不下。
然而对房子的过度关注势必会导
致人们对一段婚姻核心价值的逐渐淡
忘。村里土得掉渣的叫法，结婚不叫
“结婚”，
叫“成亲”
。人们常说，
“成亲，
就是成为亲人。”这样的解说，比起冷
冰冰的“缔结婚姻关系”
要温暖太多太
多。既然是抱着共同生活一辈子的美

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仲裁案【[2016]年榕仲受字第465号】，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中止仲裁通知书、
恢复仲裁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
本案定于2018年6月27日下午3时30分在
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
案定于2018年7月25日依法作出裁决，
你们应于本裁决作出后第一个工
作日到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福州仲裁委员会
珠海大禹磨具机械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珠海汉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和你
的定作合同纠纷案，
案号为珠仲裁字（2018）第53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
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
证据副本及清单、
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及开
庭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反请求、
选定仲
裁员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于2018年7月19日上午9时在本会第
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广州市看见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珠海公交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珠海市松荣发展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看
见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广告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珠仲裁字（2018）
第48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申请人珠海公交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仲裁申请书、
证据副本及清单、
被申请人珠海市松荣
发展有限公司的答辩书、
证据副本及清单、
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
裁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
以及开庭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
本案定于2018年7月13日下午3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
届时如你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王都伏、
廖柳宏：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王统云和你们的借款合同纠纷
案，
案号分别为珠仲裁字（2017）第284号、
珠仲裁字（2017）第285号。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本案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上午9时、
10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
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湖北磐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万冰川(公民身份证号码:
420601196605173516）、曾 武 一（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60119670501351X） 、操 必 胜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20124197601060874） 、印 长 虹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29004197508183690） 、田 震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20602199108043016）、詹 凌 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60119720503452X）、深圳市朗曼实业有限公司、湖北朗曼典
当有限公司、襄阳创翼建材有限公司、湖北朗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襄阳市海景酒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恩施市朗曼国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襄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好愿望结婚，就应尊重婚姻的严肃
性和神圣性，担当起自己在婚姻中
的责任，珍视那个愿意和自己共度
此生的人。所以，有研究房产归谁
的功夫和精力，是不是可以多练习
一下沟通技巧，学习一下如何增进
感情、滋养爱情、经营婚姻？哪怕因
为各种原因而走到离婚的地步，也
希望离婚双方在分手时保持一颗理
性之心，以及对逝去感情的尊重之
心，
妥善处理财产分割，
做到善始善
终、好聚好散，
将离婚带来的负面影
响降至最低。

与你们十三被申请人还贷周转金使用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
襄仲立字第2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规则、证据规则、仲裁员名册、举证通知、组庭通知、开庭通
知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期满60日内来本委领取前述法律文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你们提交答辩书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本委
将在本公告送达期满15日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襄阳
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8年7月17日9时在
本委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襄阳仲裁委员会
王媛(身份证：
420625198911290104)：
本委受理的襄阳长虹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仲裁庭
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2018）襄仲裁字第27号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述裁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襄阳仲裁委员会（联系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3号文创产业园，联系电话：07103512725）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襄阳仲裁委员会
长沙县轩语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本委于2017年7月25日受理
的申请人蒙牛每日鲜乳业（湖北）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争议案，
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裁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武仲裁字第
000001962号仲裁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领取仲裁裁决
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武汉仲裁委员会
大石桥镁都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营口中兴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相关仲裁文书。
限你公司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上述文书，期满即视为送达。且期满后的
15日内，将领取的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等报送本委。逾期本委将制
定仲裁员，
并定于期满后的第2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
庭审理此案。本委地址：营口市站前区学府路南101号（原质监站）；联
系电话：
0417-2990808。
营口仲裁委员会
薛霜：
本委已受理（2018）杭仲字第3号申请人陈胜与你的服务合
同纠纷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
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
仲裁风险告知书、
选（指）定仲裁员声明
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
提交答辩书、
举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
上
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8年7月6日下午2
时30分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
七楼，
电话0571－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