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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升空

发射空间站核心舱，是 2021 年
中国航天的重头戏。

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的消息显示，今年春季，中国将在
海南文昌用长征五号B遥二火箭发射
空间站核心舱。目前，核心舱已基
本完成测试工作；航天员乘组也已
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2020 年 5 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
箭首飞成功，正式拉开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根据飞行
任务规划，2021 年和 2022 年，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预计将完成11次发射，包
括核心舱（天和）和两个实验舱（问
天、梦天），4艘货运飞船以及4艘载人
飞船，以进行航天员乘组轮换和货物
补给。其中，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共包
括核心舱发射等6次飞行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
建平表示，在空间站核心舱之后，
还将发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和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完成交会对接和

相关在轨关键技术验证。在关键技
术验证阶段，科学家将对再生生保
技术、机械臂技术等空间站新技术
进行全面验证，航天员也将进行多
次太空出舱活动。

“我们将建成中国第一个长期在
轨飞行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
人空间站，并开展大规模空间科学
研究。空间站在科学探索的前沿领
域和航天技术发展中，将发挥重大
作用。”周建平说。

据了解，第三批 18 名预备航天
员已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加入航天员
队伍，包括 7 名航天驾驶员、7 名航
天飞行工程师和4名载荷专家，他们
将参加空间站运营阶段各次飞行任
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
总设计师黄伟芬说，目前统筹搭配
了 4次飞行乘组，每个乘组 3人，由执
行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担任指令长。

空间站建设的开启，也为载人
登月等探测计划打开了想象空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表示，目前正在组织载人月球探测
的方案，深化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

此前，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
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介绍，按照
初步意向，中国将先搞关键技术攻
关，等近地轨道的空间站建成，再
规划论证是否载人登月。中国的载
人登月一定是服务于科研、服务于
探索未知。

“天问一号”5月着陆火星

在 飞 往 火 星 途 中 迎 来 新 年 的
“天问一号”探测器，预计将于今年
5月中旬在火星着陆。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升空，迈出了中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
的第一步。截至1月3日6时，“天问一
号”探测器已经在轨飞行163天，飞行
里程突破4亿公里，距离地球约1.3亿
公里，距离火星约 830 万公里。按计
划，“天问一号”将在 1 个多月后实施
近火制动，进入环火轨道，准备着陆
火星。随后，“天问一号”将开始实施
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面巡视的

“绕落巡”任务。

从接近火星轨道时“踩刹车”，
到着陆火星时的“恐怖7分钟”，“天
问一号”今年将面对多项挑战。

在“天问一号”飞向火星的过
程中，被火星引力捕获的机会只有
一次。但在捕获时，探测器距离火
星仅400公里，但相对火星的速度却
高达 4到 5公里每秒，因此在到达火
星附近时要及时“刹车”，才能保证
稳稳投入火星轨道的“怀抱”。

被火星成功捕获后，探测器将
在环火轨道上飞行，为下一步的着
陆停泊进行准备。着陆时，“天问一
号”的环绕器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3
次调姿和两次变轨，才能够精准、
及时地完成与着陆巡视器的分离，
这个被称作“恐怖7分钟”的降落过
程也是整个探测任务的关键所在。

在此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在首次探索火星的过程中即
完 成 软 着 陆 任 务 。 如 果 “ 天 问 一
号”任务成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首次探索火星即完成软着陆
任务的国家，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
二个完成火星漫游的国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除 了 中 国 的
“天问一号”，阿联酋的“希望号”
和美国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都
计划在2月进入火星轨道，其中“毅
力号”将于2月18日在火星着陆。届
时，三国的火星探测器将上演胜利
会师的精彩好戏。

重型运载火箭技术突破

火箭运载能力的提升，将为中
国航天开拓更大的舞台。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长征八号以“一箭五星”
的方式，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
功。随着长征八号首飞，“十三五”
期间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悉数完成
亮相。

与现役运载火箭相比，新一代运
载火箭实现了巨大的技术跨越——
无毒、无污染推进剂的采用，成倍
增长运载能力——令中国进入空间
能力大幅提高。比如，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达到 4.5吨，有效填补了新一代运

载火箭在太阳同步轨道 3 吨至 4.5 吨
运载能力的空白，满足了中国航天
后续发射任务的需求。

近 日 ， 中 国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表
示，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的大推
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
关取得积极进展。该型发动机的研
制可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
术空白，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领
域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与长征五号系列火箭芯一级氢
氧发动机采用的燃气发生器循环方
式相比，补燃循环可以使全部推进
剂的化学能得到充分释放，提高发
动机的性能。据专家介绍，目前，
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
术攻关已完成预燃室热试验、氢涡
轮泵与预燃室联动试验、氧涡轮泵
与预燃室联动试验等一系列最具代
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热试验，标志
着我国突破了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
发动机系统技术及高压大流量预燃
室、高效多级涡轮泵等核心组件的
关键技术，为工程研制奠定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20212021 中国航天有看头中国航天有看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航天捷报频传——
长征五号B、长征八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惊艳亮
相，嫦娥五号奔月取土任务成功，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闪耀开通，“天问一号”开启火星之
旅……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定步伐。

新的一年里，中国航天依然好戏连台。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近日表示，2021 年将安排超过40次
宇航发射任务。今年，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站建设
将进入关键实施阶段；“天问一号”将抵达火星进
行探测；载人月球探测、北斗导航应用、重型运
载火箭研发将有更多新进展……

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中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中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天问一
号号””探测器发射升空探测器发射升空。。

郭文彬郭文彬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BAIMKCo.，Ltd（BAIMK株式会社）、李
长作：本院受理原告沈阳天益堂医药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被告BAIMKCo.，
Ltd（BAIMK株式会社）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提交证据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第三人李长作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提交证据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22日上午9时在
本院一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判决。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THACHTHIKIEU（石氏娇）：本院受理（2019）
赣1028民初675号李恩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文贵（曾用名：郭浩云）：本院受理（2018）豫民初44
号原告河南栾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栾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被告郑州裕达国贸酒店有限公司、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郭文贵（曾用
名：郭浩云）、河南金三角医养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陕县春天置业有限公
司）、郭捍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第49号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该民事判决，可在领取民事判决书之日起30日
内，如果未在上述期间领取民事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895 号 LIUSUNZHONG：
本院受理原告高体文与被告 LIUSUNZHONG（原中文姓名为刘孙忠）民间借贷
纠纷（2020）京04民初895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3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展云：本院受理的（2019）川1303民初279
号原告周丽与被告林展云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周丽的非婚生
女罗美淇由原告周丽抚养并自行承担全部抚养义务；二、驳回原告周丽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琛：本院受理原告杨瑛与被告北京天乐乐器有
限公司，第三人叶林、杨琪、杨瑞、北京协和木叶有限公司及你公司决议效力确认
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被告北京天乐乐器有限公司，第三人叶林、杨琪、杨瑞、
北京协和木叶有限公司不服（2018）京0112民初5017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2月
10日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
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粤 0304 民初 58389 号 ZHU BI
CHENG：本院受理原告丁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三十日）、民事起诉状、证据一套。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三十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21年 6月 24日 9时
30分，开庭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庭审管理中心签到后获取，逾
期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更正 2020年11月25日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2020）京
0108民初2419号高立新与董艳文离婚纠纷一案判决书公告，将“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更正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粤 0881 民初 1725 号 陈沛玲（KAREN
LUCY CHEN）：本院受理原告陈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粤0881民初1725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
陈林与被告陈沛玲（KAREN LUCY CHEN）离婚。本案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
陈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4民初386号 Hoang Kieu：本院受理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与Hoang Kieu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和4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
15日下午14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4民初681号 朱磊（ZHU LEI）：本院
受理原告蔡云与被告朱磊（ZHU LEI）民间借贷纠纷（2020）京 04 民初 681 号一
案，已依法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京04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VIENG THONGSAVATH：本院受理原告贾金庆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冀 0921 民初
1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崔尔庄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LiaoKang（廖康）：原告俞毓敏、黄涛年诉你遗嘱继
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8 民初 16119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46 号南区 8 号楼 1 单元 132、133
号房屋、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 32 区高 2 楼 202 号房屋归俞毓敏所有。
案件受理费 17400 元，由俞毓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茜：本院受理原告张志强起诉被告程茜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5民初1580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THACH THI NGOC HA：本院受理（2019）
赣1028民初604号钟丽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伟：本院受理原告周宝生与你遗嘱继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区5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37号 飞当锐：本院受理原告
盛世汉洋（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你、郑齐全、第三人姚芳灿、吴环、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桂林公证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答辩状、原告
证据材料、被告及第三人证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纯品康纳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
9837 号原告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纯品康纳产品有限公司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已交纳）。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
纳上诉费用人民币100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保罗弗兰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的（2018）京73行初2140号原告武卉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保罗弗
兰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一审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卉的诉讼请求。原告武卉不服一审判
决，于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述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
十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用人民币100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十五日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福萍（Fu Ping Li）：本院受理原告许螣垚与被告
李福云、李福敏、李福萍（Fu Ping Li）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京0105民初57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爱伊吉公司：本院受理伯格纳欧洲有限公司、国家知
识产权局与你公司、武义竞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上
诉一案，你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0）
京行终6905号当事人须知、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30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朝（YANG ZHAO）：本院受理原
告杨鸿斌与被告杨朝（YANG ZHAO）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杨鸿斌就（2019）
京 0102民初 1799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
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亚新（YAXIN LI）：本院对李然（RAN LI）与你
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4599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雷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5078号原告
肥城市光大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雷域有限公司商标行
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肥城市光大化工有限公司的诉
讼请求。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上诉状。上述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公告 YASIR MUNIR BUTT：本院受理原告周小花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赣0481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倪培伟（PEIWEI NI）：本院受理的原告悦朵（上海）
公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倪培伟（PEIWEI NI）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京0105民初58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奥运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帅：本院受理的原告贾祯诉被
告常帅、王云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5民初2216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
期为3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大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曼（LimMarn）：本院受理原告苏俊玮与被告北京
世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林曼（LimMarn）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48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天狼太阳镜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
73行初3480号原告广州迦迅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天狼太阳镜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因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服一审判决，
于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15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生：本院受理原告赵继雷与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5民初3603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六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卡玛玛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8782号原
告赖伟彬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卡玛玛有限公司商标
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上诉状。上述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赖伟彬的诉讼请
求。如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费用100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乐蓬马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4900号
原告邦达美驰（厦门）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乐蓬马
歇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上诉
状。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邦
达美驰（厦门）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后的30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用10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ASUMADU MI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本院受理原告徐燕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0591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1.位于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248号59幢1206房产［不动产权证号：鲁（2017）东营
市不动产权第0025291号、第0025292号］归原告徐燕所有，被告ASUMADU MI-
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
助原告徐燕办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手续；2.原告徐燕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
付被告 ASUMADU MI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上述
房屋补偿款人民币31.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100 元，由原告徐燕负担人民币 5050
元，由被告ASUMADU MI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负
担人民币5050元，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玉山：本院受理原告吕彬与你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
374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吕彬的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ZHONG ZHAOYANGYI JUSTIN（种
赵扬義，新加坡国籍，护照号码：E6287009C）：本院受理原告东莞市信言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桂林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桂林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阳朔星天乐酒店及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桂林
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桂林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阳朔星天乐酒店向原告支
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257万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以工程款人民币257万元为
本金，按每日1%从2019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决桂林
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桂林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阳朔星天乐酒店向原告支
付律师费人民币 10 万元、担保费人民币 7500 元；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ZHONG
ZHAOYANGYI JUSTIN（种赵扬義）对被告桂林九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桂林九
盛景区管理有限公司阳朔星天乐酒店应承担的第1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4.请求法院对涉案的装修酒店“阳朔UCPA度假村星天尔酒店”进行拍
卖，所得款项由原告优先受偿；5.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原告无法提供
被告 ZHONG ZHAOYANGYI JUSTIN（种赵扬義）的送达地址，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被告 ZHONG ZHAOYANGYI JUSTIN（种赵扬義）送达，现依法向被告
ZHONG ZHAOYANGYI JUSTIN（种赵扬義）公告送达（2020）桂03民初9号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书、
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权利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金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奇浩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2020）浙0303民初5454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
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 5月 24日 9时在本院第 17审判庭依法开庭进行审理，你应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金洺昊、张暋知：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并
定于自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起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炳荣：本院受理原告卢维玲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0602民初337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与你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1500元，由原告负
担。限你于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洛镇（护照号：M44328559）：上诉
人李京云就（2018）鲁0691民初60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本案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维坚：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31676号张虹川诉郭维坚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1121881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因郭维
坚［男，1967年9月27日出生，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M356238（2）］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传票、证据、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
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起算30日内，举证期从答辩期届满后起
算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7日9时15分于本院第16法庭适用一审普通程
序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并在大洋网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泽贤：本院受理原告何
泽明诉被告何泽江、何泽贤、何泽强继承纠纷一案，定于2021年4月9日9时进行
第二次开庭审理。现因被告何泽贤（男，1959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
州市海珠区草芳横一巷6号之二301房，现居美国）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本院向其公告送达第二次开庭传票。本案定于2021年4月30日9时于本院
第18法庭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并在
大洋网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 旭 光（身 份 证 号 ：
110108196310218929）：本院受理原告邱金生起诉被告于旭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邱金生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把户口迁出；2.要求被告
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10万元；3.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4.要求将被告列
入不诚信人员黑名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七家法庭依法组成合
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黎瑞竹玲：本院受理原告冯世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氏翠：本院受理原告叶国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公告 ZHANG ZHI GUANG：
本院受理（2018）川0116民初9763号原告晏铭飞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75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如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公告 LE NGOC HAI YEN：本院受理的原告曹广义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1728民初464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公 告
孔繁魁（中国台湾省籍，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股东）：

2020年11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南京金
海豚制衣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同日指定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担任
清算组。

据工商登记档案记载，孔繁魁为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台湾孔繁魁为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股东。你方作为
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清算组现依法告知你方需承
担如下义务：1.妥善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公司财产、印章和账
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
并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债权人的询问；3.人民法院认为其应当
办理的其他事项。

请你方在收到本公告后七日内与清算组取得联系，办理移交手续，
共同完成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工作（清算组地址：南京市
建邺区奥体大街 68 号 4A 幢 6 楼，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顾燕
宏，电话：13814531663）。

南京金海豚制衣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月14日

公 告
本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森林村 3组被补偿人王湘涛已亡故，经调查

其配偶和子女下落不明，现王湘涛的房屋无人继承。上述房屋已于

2020年11月25日起列入上海市天然气主干管网五号沟LNG站—临港

天然气管道工程（祝桥段）项目协议置换动迁范围内。现上海市天然气

主干管网五号沟 LNG站—临港天然气管道工程（祝桥段）项目马上要

进入签约工作了，被补偿人的配偶及其子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与项

目实施单位联系，协商动迁的具体事宜。公告期满后若无人联系，则由

王湘涛的侄子王建明代理办理该房屋的动迁手续。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周浦镇康沈路2201号

联系人：朱经理 电话：13564350585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6：3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市浦东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