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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1日，中国5G商用正式启
动。2020 年，5G 作为“新基建”战略的重
要内容之一，建设力度空前，新冠肺炎疫情
客观上催热了社会对 5G 的需求，带动中国
5G 商用网络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到 2020 年
底，全国5G基站近72万座；5G连接数超过
2 亿，居世界第一。 根据规划，2021 年，
中国将新建5G基站约60万座。可以说，全
球5G，中国一马当先。

与 4G 相比，5G 在多项性能上提升 1 到
2 个数量级。不仅如此，5G 作为无线技术，
其特点如高宽带、低时延、大连接、高可
靠，无缝地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打通数据从采集、传输、存储、
处理、分析、决策的全过程，发挥数据作为
生产要素的作用。

5G助力云网、边缘计算和终端协同实现
数据处理。借助5G传输，终端计算可以向云
端迁移，终端无需下载核心软件，降低终端成
本，实现即插即用。云—边—端数据协同，降
低时延，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5G 环境下，
手机终端计算通过与边缘计算、云计算合作，
手机负责前景即变化比较快的交互，AI计算
负责背景，云计算负责综合处理。

5G 推动物联网向宽带大连接的智能网
演化。5G可实现每秒100M比特的物联网信
道，同时实现大连接，支撑 1 平方公里 100
万台设备同时高速上网。我们可以把人工智

能与物联网结合，建成智联网；还可以把区
块链嵌入到物联网，使物联网接入认证、数
据加密和授权安全得到更好保障。通过
5G，我们不仅能够上网、上云，还可以上
链，实现从网络互联到数据互联和价值互
联；从物联网到智联网，再到信联网；从万
物互联到万物智联，再到万物信联。

5G 开启了超清视频的时代，将使高清
视频发展到4K和8K，大大提升分辨率，拓
展视宽、视域。5G 支持超清和高运动速度
的视频直播和 3D 应用，可用于体育直播，同
步传送运动场上多机位摄像信号。场外观众
可个性化选择不同机位的图像，也可获得经
过合成处理的360度场景体验。

5G 激活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应用，
让高铁司机戴上 5G 和 VR 头盔眼镜，通过
模拟高铁行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场景，让他
们接受更好的训练。在消费领域，5G+VR
可以让客户通过虚拟景象进行试穿等“真
实”体验。

在工业领域，5G可把工业生产各个环节
关联起来，实现数学建模、协同设计、智能制
造、机器视觉、数字卵生、供应链管理、市场管
理等。5G技术的一些关键性能，如超宽带可
以在生产环节利用激光视频扫描机器零件，
生成实际的三维模型，通过 5G 传到后台，与
预存的理论三维模型比对，可精确检测产品
质量。

5G 在高可靠应用环境、场景的低时延
可达到0.5毫秒，可为车联网L4阶段 （全自
动驾驶，时延要求控制在 1 到 10 毫秒之
间）、特高压电网 （时延要求低于 3 毫秒）
等产业提供支撑。5G 在定位方面正在不断
提升精度，并且在室内定位拥有卫星定位不
可比拟的优势，将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码头
装卸等领域的发展。此外，5G的高可靠性指
标是远程驾驶、自动泊车、高可靠机械加工的
重要支撑。

2G 全球商用始于 1991 年，中国晚了 3
年。它催生了短信、手机QQ等创新。3G全
球商用始于 2001 年，中国晚了 6 年。它催生
了智能手机、移动电子商务、微博、O2O和微

信等。4G全球商用始于 2010年，中国晚了 3
年。它催生了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约车、
共享电商、移动智能搜索、短视频等。

5G 时代，中国与全球发达国家同步开
启。从目前来看，其强大的云端智能融合能
力正在催生超清视频、虚拟现实、智联网、
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根据移动通信发展
史，新业态是网络能力具备以后催生的。由
此来看，5G 的潜力还有待发挥，在垂直行
业的应用还将激发出更多更大规模的新业
态，一定会产生现在还想象不到的新应用。

随着5G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将创造出
巨大价值。有国际机构预测，2035年，人工智
能将使全球增加 13 万亿美元产出。根据中
国信通院的数据，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
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36.2%。

中国互联网走过了 26 年，经历了四次
大磨砺，分别是 2000 年网络泡沫的破灭、
2003 年“非典”的暴发、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的暴发、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与逆全球化相叠加，
中国一些信息科技企业遭受国际上不公平对
待，但危中有机，5G 商用的影响比移动互
联网带来的影响更深远，将把中国互联网发
展推向新一轮“黄金”期。

14亿大众是中国互联网航船“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开拓中国互联网更广阔
发展空间。5G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无缝融
合的纽带，打通了数据从采集、传送到分析、
决策的全过程，强化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
作用，成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引擎。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在 5G
方面必须持续发力，在加快 5G 网络部署的
同时，进一步开拓应用空间，特别是加大与
5G 配套的内容开发，完善产业生态，充分
发挥 5G 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新动能价值。
中国只要充分利用 5G 部署走在全球前列的
优势，抓住潮流趋势，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将 5G 技术优异的性能充分展现出来，持续
开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新业态，就可以
开创数字经济新蓝海。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
总工程师、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中国互联
网协会理事长。）

4G催生了网约车、短视频等

5G中国会带来什么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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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教育将继续发生深刻变
革，根据教育部近日发布年度工作要点，
该部将重点推进 7 大方面 39 项具体工
作。其中，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深度
融合、高效联动方面，教育部将多向发力。

关于广受关注的中国教育发展规划，
尤其是“十四五”发展蓝图，教育部提出
今年工作目标任务：编制出符合时代要求
的高质量规划。具体来说，教育部将做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教育部分的编制工作，编制印发《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此外，
继续推进教育制度建设，出台一系列政策
文件，涉及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优质均
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教育体系等。

在区域教育发展方面，教育部将引
导东北地区高校和职业院校在服务东北
振兴中提升办学实力和影响力，统筹协

调在京高校参与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
整优化。加快建设长江教育创新带，开
展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推动黄
河流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教育资源
互通共享的区域性协作机制。

教育部提出，将继续推进教育评价
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教育部将抓好《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落实落地，指导各
省（区、市）、各部属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
全面清理规范，制定实施工作清单。选择
有条件的地方、学校进行试点。在高考综
合改革方面，教育部将深化高考内容改
革，进一步规范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招
生。中考招生录取综合改革试点落地省
份在省域范围全面推进招生录取综合改
革。在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教
育部贯彻落实相关文件，指导各地深化
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持续
开展 2021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工作。推进 《教育督导条例》 修
订工作，推动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组成的完整教
育督导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此外，教育部还将进一步规范民办教
育发展；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全
面保障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加快和扩大教
育对外开放，优化全球布局，加强人才培
养和科研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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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辽0302民初2024-1号 阚哲：本院
受理原告赵胤诉你、李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辽0302民初2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阚哲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赵
胤借款1000000元；二、驳回赵胤对李娜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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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2960元，
保全费5000元，由阚哲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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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至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琪：本院受理原告罗惠兰诉被告赵清及你赡养
纠纷一案，原告罗惠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赵清每月向原
告支付赡养费 1000 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赵琪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 2000
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赵琪每月探望原告一次；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北区六层第四十八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并作出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0104民初265号 张秀琴及其继
承人：本院受理原告陈长陵与你们、陈长友、陈淑华、陈淑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104民初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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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粤0304民初59194号 顾思思：本院
受理原告郑贵良诉被告顾思思及第三人王巧琴、张金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证
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和被告、第三人王巧琴签订的编
号为 1366241 的《二手房买卖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定金人民币
1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650000元（大写：
壹佰陆拾伍万元整）；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2021年6月24日16时，请
于开庭前十五分钟到本院庭审管理中心查看开庭地点，逾期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佟松梅、佟书梅：本院受理原告佟宇峰诉被告佟书
梅、佟松梅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佟宇峰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佟
毅生前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甲29号楼802室的房屋，由原告佟宇峰与被
告佟松梅、佟书梅共同继承。2.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
北区三层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 WINNIE
PIK WAH（黄 碧 华）、TONG WILLIA YU-WAH（黄 裕 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明华）就（2019）京0102民初5998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本院
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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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
院将依法移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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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 WINNIE
PIK WAH（黄 碧 华）、TONG WILLIA YU-WAH（黄 裕 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明华）就（2019）京0102民初1684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本院
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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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
院将依法移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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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本院对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
WINNIE PIK WAH（黄碧华）、TONG WILLIA YU-WAH（黄裕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明华）诉被告许树蕃、黄志民、第三人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102民初599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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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本院对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
WINNIE PIK WAH（黄碧华）、TONG WILLIA YU-WAH（黄裕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 明 华）诉 被 告 许 树 蕃 、黄 志 民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黄立民）共有物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102民初168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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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CEDRIC MONGI GUE-
BLAOUI：本院受理梁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梁颖的诉讼
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双方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此案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第一办公区第二十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BIN ZIELER（舒滨）、JIE SHU（舒洁）：原告ANA
PEI SHU（舒沛）诉被告BIN ZIELER（舒滨）、被告JIE SHU（舒洁）遗嘱继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1866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继承人蒋锦文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外红莲北里 2 号楼
5-2-203号房屋归原告 ANA PEI SHU（舒沛）个人继承所有。限你们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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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石台县人民法院公告 HOANG THI HOA（黄氏花）：本院受理原告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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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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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SOMBATHNOSAVANH：本院受理原告赵家林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庭审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及简易程序转为
普通程序的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旧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迺玮：本院受理原告刘萍起诉
被告刘迺一、刘迺玮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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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双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3109号 傅梦松、傅伏波：本院
受理原告傅燚与你们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光华路）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英国宾利生活有限公司：本院已审结原告宾利汽车有
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英国宾利生活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
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京73行初6832号行政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被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 15194号关于第 10340482号“BENTLEYLIFE
B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
告宾利汽车有限公司针对第10340482号“BENTLEYLIFE B及图”商标提出的无
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宾利汽车有限公
司交纳（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宾利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英国宾利生活
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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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述
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浙0302民初1900号 周进杰：原告
江建丽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定于2021年7
月1日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YSI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
京73行初13611号原告上海江科教学器材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第三人YSI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
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
告知书、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本案定于2021年8月16
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HIRATA YUKARI：本院受理白
哲与 HIRATA YUKARI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3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十三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已审结原告埃·雷米马丹公司
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十三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
纠纷十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京 73行初 8117号、8119号、8120号、
8121号、8122号、8123号、8124号、8125号、8127号、812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撤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
商评字［2019］第15853号关于第15558712号“KINGLOUISXIIIATELIER”、［2019］
第41770号关于第18011005号“法皇路易十三”、［2019］第15865号关于第17657161
号“KING LOUIS XIII”、［2019］第15842号关于第16771612号“法皇路易十三”、

［2019］第15849号关于第15558713号“KING LOUIS XIII”、［2019］第15866号关
于第 16771612 号“法皇路易十三”、［2019］第 15862 号关于第 16771613 号“KING
LOUIS XIII”、［2019］第 15855 号关于第 17472784 号“法皇路易十三”、［2019］第
15852 号关于第 15558713 号“KING LOUIS XIII”、［2019］第 15864 号关于第
12338102号“路易十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就原告埃·雷米马丹公司针对第 15558712 号“KINGLOUISXIIIATE-
LIER”、第 18011005号“法皇路易十三”、第 17657161号“KING LOUIS XIII”、第
16771612号“法皇路易十三”、第15558713号“KINGLOUIS XIII”、第16771612号

“法皇路易十三”、第16771613号“KING LOUIS XIII”、第17472784号“法皇路易
十三”、第15558713号“KING LOUIS XIII”、第12338102号“路易十三”商标提出
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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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
福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蔡正望、叶荣财、陈斌：本会受理申请人林武明与被申请
人蔡正望、叶荣财、陈斌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2020）榕仲受92号］，经本会依
法缺席审理，已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榕仲裁92号《裁决书》。《裁决书》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裁决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钢：本院受理原告张娇诉你与陈欣债权人撤销权
纠纷一案，张娇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曹钢与陈欣签订的《夫妻不动产归属协议》及
曹钢将其名下位于海淀区半壁街南路18号2层C204房产赠与陈欣的行为；2.被告
曹钢与陈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到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办
理产权变更手续，将位于海淀区半壁街南路18号2层C204房产恢复登记至被告曹
钢、陈欣名下。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九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西3－4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殷玉蕙：本院受理原告北京远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殷玉蕙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供暖费
120180.15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14850.52元，共计
135030.6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物业服务费滞纳金10000元；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
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
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2-2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丽莎玛丽费尔南多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初
字1857号原告丽莎玛丽费尔南德斯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第三人丽莎玛丽费尔南多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73行初字185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
168590号关于第9806749号“Lisa Marie Fernandez”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二、被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复审决定。本案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
已受理。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上述材料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中华御医堂养生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
京73行初11813号原告广州御医堂日用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三人中华御医堂养生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由于书
记员通过各种途径未能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御医堂日用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广州御医堂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承担（已交纳）。如不服本
判决，原告广州御医堂日用化工有限公司、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于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中华御医堂养生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可于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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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告不服该判决，已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请你公司看到公告后及时来本院领取本案判决书及被告上诉状
副本。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渝0115民初4812号 MAC THI NUONG（女，
1995年 10月 7日出生，越南国籍，护照号：C4582890）：本院受理原告高继先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
条、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渝0115民初481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高继先与被告MAC THI NUONG离婚。案件受理费
240元，由原告高继先负担。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香港欧普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
行初8422号原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你方为本案的第三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
元，由原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欧普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第三人香港欧普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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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判决书及原告欧普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的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科帝克石野株式会社：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 行初
1330 号原告舟山市恒顺密封件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科帝克石野株式会社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第
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SIVONGSA TEUN：本院受理原告黄杰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皖0222民初544号民
事判决书。准予原告与你离婚。案件受理费用 200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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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大妹：本院受理原告黄大妹与被告陈全太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鄂 0921 民初 159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
如下：准许陈全太与黄大妹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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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AKHTAR MOHAMMAD FAIZAN：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名森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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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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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燕：本院受理（2020）京0101民初15289号原告
李桂英诉被告杨柏庚、杨卫平与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闽0206民初7784号 何月开（AKHAI
SUMAMPOUW）：原告林睿与被告何月开（AKHAI SUMAMPOUW）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何月开（AKHAI SUMAMPOUW）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林睿办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昌里 139 号
1701 室房产［登记证号（2017）厦门市不动产权第 0003549 号］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案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何月开（AKHAI SUMAMPOUW）负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闽0206民初77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至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闽0206民初7785号 何月喜（HOTJE
SUMAMPOUW）：本院受理原告林睿与被告何月喜（HOTJE SUMAMPOUW）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闽
0206民初7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何月喜（HOTJE SUMAMPOUW）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林睿办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昌里 139 号
1702 室房产［登记证号（2017）厦门市不动产权第 0003551 号］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案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何月喜（HOTJE SUMAMPOUW）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闽 0206 民初 7745 号 何月仙

（MARIECE SUMAMPOUW）：本院受理原告林育生与被告何月仙（MARIECE
SUMAMPOUW）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闽 0206 民初 77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何月仙（MARIECE
SUMAMPOUW）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林育生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湖
里区金昌里142号1501室的房产过户至林育生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
何月仙（MARIECE SUMAMPOUW）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公告 MARTIN JAY SCHAFFER： 本院受理
原告顾晓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鄂0107民初2258号 郭鸿宁（身份
证号码：420107197307050 ）：本院受理吴绪琼、梁荔、梁雁、梁晶诉你法定继承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HONG HOA（越南籍）：本院受理
的（2021）皖1021民初893号原告胡保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帕特（护照号：L9937540）：本院受理刘季平与你、
李淑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刘季平请求判令李淑琴与你签订的关于白广路
东里5号楼6门301号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外满 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浩丰：本院受理原告哈密康
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新疆利嘉棉业有限公司、彭浩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新2201民初2298号民事判决书、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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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哈密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具英子：本院受理（2021）吉0211民初170号
南东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庭依法不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裁判，相应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GUOCAI CHEN（陈国财）：本院受理原告陈鉴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 1808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陈鉴的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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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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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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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公告 CAO THI NHI：本院受理的原告支洪义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728 民初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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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刊登的原告“汪春林、王
淑风、汪鹏”公告中“王淑风”应为“王淑凤”，特此更正。

公 告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宁秦府征字

（2017）18 号］，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来凤新村 26 号 101 室位于征

收范围内，被征收人李子琳。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

行终 1159 号行政判决书对你该处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的上诉，维

持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请你在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内，与南京秦淮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协

商签订相关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逾期，我公司将依法申请征

收部门进行催告，并对该房屋申请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胡日林，电话：18951888032。

南京秦淮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