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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到学期末，需要

考察学员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请问，
其中的“考察”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莫女士

读者桥责编：韩维正 邮箱：peopleh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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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跟“考察”的不同用法 海外纪闻

时值 4 月，位于莫桑比克加扎省赛赛市的
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稻谷飘香，上万亩良田
再一次迎来丰收季。28台收割机、25台运输车
穿梭在稻田，切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
成，呈现一片丰收的繁忙景象。

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是由中非发展基金
投资支持、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管理
的中国在非洲最大的水稻种植项目，时任莫桑
比克总统格布扎将这里生产的大米命名为“好
味道”。自中铁二十局管理该项目 4年来，“好味
道”大米已经成为当地百姓饭桌上的主食，提高
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今年，疫情依旧笼罩在莫桑比克，项目面
临的防疫压力只增不减。在确保项目全员身体
健康安全的前提下，项目提前制定收割计划，
始终将“防疫、收割，两手抓、两手硬”作为
任务目标，确保实现颗粒归仓。

为保证水稻收割工作顺利完成，项目积极
推广机械化作业，协调合作种植户提前配备机
械设施，为其提供机械调度和后勤保障等服

务，提高收割效率，降低收割成本。本季有效
种植水稻3.6万亩，合作种植1.2万亩，预计将
于6月下旬全部完成收割工作。

据悉，中铁二十局合作管理中非赛赛农业
合作项目 4年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中国
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和资源引入本地，致力于
提高当地农业水平，带领合作种植户开展水稻
种植工作，并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
务，切实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保障当地粮食安
全。到目前，项目累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 1.4
万人次，带领 500 余户合作种植户开展水稻种
植工作，粮食亩产从 200 公斤左右提高到 400
多公斤。

此外，项目还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引进
无人机技术用于田间管理，打造现代化农业，
逐步延伸产业链，实行多元化农业经营，使单
一的水稻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链，发展为
集家畜养殖、大棚蔬菜、白酒酿造、牛肉加工
等多种产业链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造福莫桑比
克民众。 （孙丽华）

莫女士：
您提的问题涉及“考查”跟“考察”的用法。

“考察”侧重于表示“调查了解”的意
思。例如：

（1）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深
入开展项目考察研究，寻求项目合作契合
点。

（2）他们到田林县利周瑶族乡、潞城
瑶族乡考察学习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工
作。

（3）考察团来通辽市就肉牛产业、现
代农业、庭院经济和绿色特色食品产业发
展情况进行考察学习。

（4）他在位于商洛市柞水县的秦岭牛
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秦岭生态保
护情况。

（5） 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3家藏医
院和甘露藏药厂、奇正藏药厂。

“考查”侧重于表示“检查评定”一
类意思，常用于学生等。例如：

（6） 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自我”三大主题全面考查学生的英
语综合运用能力，

（7）“无领导小组讨论”侧重考查考
生的组织协调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应急
应变能力等。

（8）试题提供三段语篇材料，有助于
在不同语境中考查考生语言应用能力，

（9）高考生物试题有机融入新冠肺炎

疫情素材，从措施、原理以及疫情所致的
生活方式改变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考查。

（10）今年的中考数学试卷在总结近5
年命题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基础的
考查，合理把握试题难度，实现由中考向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平稳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涉及对干部的了
解，一般用“考察”。例如：

（11） 干部干事创业的岗位在一线，
考察干部的地点也应该前移到一线。

（12） 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
干部，将脱贫攻坚实绩纳入干部考察任用
的重要依据，创新优化干部考察机制。

提问句中的“考察学员对问题的分析能
力”是说检查评定学员“对问题的分析能
力”，宜用“考查”，改为“考查学员对问题
的分析能力”。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好味道”飘香莫桑比克

张律师：
春节后，我父亲搭同乡的便车

外出务工，路上司机超速30%行驶，
与其他车辆追尾相撞，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我父亲重伤瘫痪。经交警
部门认定，我父亲乘坐的车辆承担
全部责任。请问我们是否有权向司
机主张赔偿责任？

山东读者 王先生

律师信箱律师信箱

王先生：
您好！关于您父亲搭乘同乡的便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身体伤害，能否向司机主张赔偿责任的问题，《民
法典》新确立的好意同乘规则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 何谓好意同乘

好意同乘是指非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基于亲情或者
友情在上下班、出游途中无偿搭载自己的亲朋好友、邻
居同事的情形，生活中老百姓称之为“搭便车”。好意
同乘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节约资
源等。但是，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前，中国法律对好
意同乘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
裁判结果不一，引发了较大争议。

《民法典》 对好意同乘的归责原则作出了专门规
定，既符合社会伦理价值观，又鼓励他人助人为乐，保
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提供了解决民事纠纷的
可行性规则。

■ 好意同乘规则是如何规定的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就是 《民法典》 关于好
意同乘规则的具体规定。

■ 好意同乘规则的理解适用

第一，在好意同乘规则下，应当减轻机动车驾驶人
的责任。

一方面，非营运机动车使用人让搭乘人无偿搭乘
机动车，通常是出于好意，为他人提供帮助，互帮互
助行为，应当积极倡导。因此如果不减轻被搭乘人的
责任，就会抑制好意同乘行为发生，有违善良风俗和
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好意同乘交通事故中，搭乘人
受损害的同时，驾驶人一般也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再
要求驾驶人对无偿搭乘人尽到严格的注意义务，全面
赔偿无偿搭乘人的损失，过于苛刻，不利于鼓励人与
人彼此间的互助，在亲戚、朋友、同事间想无偿搭乘
也将变得困难，造成社会的冷漠，人情淡薄、世态炎
凉。凡此种种皆不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也不符

合公序良俗。
第二，在好意同乘规则下，只能减轻但不能免除机

动车一方的责任。
好意同乘者无偿搭乘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自甘冒

险，机动车驾驶人对好意同乘者的注意义务不因为无偿
而完全免除，只是不同于无偿客运合同或者无偿委托合
同中的注意义务。好意同乘中，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也应明确区分，好意同乘不同于
网络顺风车，网络顺风车的合乘者分摊部分合乘出行成
本，属于共享出行方式，是有偿的、营运性的。因此，
好意同乘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不可以完
全免除，以便在鼓励人际友善利他与承担法律责任方面
寻求平衡。

第三，在好意同乘规则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责任，但并不包括机动车驾驶人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交通事故的情形。比如，机动车驾驶人因逆行、闯红
灯、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管理
规则行为，引发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机动车驾驶人有
重大过失，不应减轻其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民法典》设立好意同乘规则，通过减轻机
动车驾驶人赔偿责任，鼓励人们友善利他的同时，也提醒
机动车驾驶人在无偿搭载他人时，同样也要提高安全驾
驶意识，认真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

根据该法律条文规定，您父亲的同乡作为驾驶人，
在无偿搭载您父亲过程中超速30%行驶，导致发生交通
事故，其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您父亲可以
向其主张赔偿责任。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国伟）

“搭便车”发生交通事故

民法典这样确定赔偿责任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102民初20671号 森田洋子：本院受理
原告苏丽与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9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五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于智洋（Zhi Yang Yu）：本院受理郭咏梅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和45日，并定于2021
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322 号 Smart Technology
Holdings Ltd.（FF Global Holdings Ltd.）：本院受理原告北京英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贾跃亭、乐视汽车（北京）有限公司、Smart Technology Holdings Ltd.（FF
Global Holdings Ltd.）、北京百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一套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及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1月 10日下午 14时整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本院受理倪后军与北京人杰机电经贸公
司、王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次日起30日和45日，并定于2021年11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智：本院受理原告杨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1民初322号的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第三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艺霏：本院受理原告贺涛与被
告王艺霏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答辩期
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之次日（含）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区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772 号 张铁林（ZHANG
TIELIN）：本院受理原告华语万映影视文化浙江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铁林（ZHANG
TIELIN）演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京04民
初7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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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4民初669号 朴铉淑：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被告胡振飞、朴铉淑、北京盛世达鸿创业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一套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举证的期限及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1年
11月2日下午14时整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民初 730号 LEE JAE YONG：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布朗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LEE JAE YONG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一套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举证的期限及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13日下午14时整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公告 JAMES EVAN COY SR：本院受理原告辜
竹君与被告 JAMES EVAN COY SR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本院采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川0106民初1148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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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粤 0304民初 33818
号之一 SCOTT WEEDEN：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华与被告SCOTT WEEDEN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不准原告张丽华与被告
SCOTT WEEDEN离婚；二、驳回原告张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
元（已由原告张丽华预交），本院收取300元，由原告张丽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
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Highlight Vision Limited（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Gao Zhiyin（高志寅）、Gao Zhiping（高志平）：本院已受理深圳市盛唐天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Highlight Vision Limited（高锐视讯有限公司）、Gao Zhiyin

（高志寅）、Gao Zhiping（高志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鄂01民初8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4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
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7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苏10民初177号 李泽
波、李诗荟、李诗瑶、万洪卫、万建忠：本院受理原告陈道庆与被告李建国、李诗瑶、
李诗荟、李泽波、万洪卫、万建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取得
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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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0月 29日上午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静：本院受理原告刘德忠诉被
告赵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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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2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紘笠：上诉人邓金兰与被
上诉人张紘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0）粤03民终
11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3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重审。上
诉人邓金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本院予以退回。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的，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提交上诉状。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渝0115民初1434号 陆晓红：原告江昕、冯
鑫诉被告甘元超、陆晓红、甘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事实和理由补
充说明、开庭传票等。原告江昕、冯鑫变更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甘元超、陆晓
红立即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2014年3月10日至2015年9月9日
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5‰计算，从2015年9月10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按
照月息15‰计算至还清款项时止）；二、被告甘涛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甘元超、陆晓红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5日9时30分在我院审判二区第四十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裕成企业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诉裕成企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鄂
01民初 75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45
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7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尼禄咖啡中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0）京73行初
14578号原告意大利咖啡控股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尼禄咖啡
中国有限公司商标权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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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3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仕凯帕斯坎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0）京73行初
12617号原告拉果脯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仕凯帕斯坎迪有限
公司商标权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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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 9月 14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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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红军（曾用名：杨丰怡）、杨朝辉：本院受理原告
肖薰隆诉被告杨旭、杨阳、杨亚非、杨朝辉、杨红军、肖文庆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京0102民初5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康街1号3幢3门2层3号房屋属于杨淑尧的
二分之一房产份额由原告肖薰隆继承，该房归原告肖薰隆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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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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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和林：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菊诉被告王和林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
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英诺吉能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0）京73行初8157号
原告上海家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英诺吉能源公司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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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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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BICH LOAN（阮氏碧鸾）：本院受
理原告郑瑞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副本（原告要求：1.判
令原、被告离婚；2.婚生子郑泽平归被告抚养，原告承担其抚养费800元直至孩子
成年；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浙0303民初770号 汪振福：本院受
理的原告温州康鹏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诉你及朱周兴、汪家亮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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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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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依法开庭进行审理，你应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立德克控股有限及两合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
行初11888号原告北京立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第三人立德克控股有限及两合公司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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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被告证
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16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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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鲁0602民初3483号 梁光华：本院
受理原告许锡茂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
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5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只楚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威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丁炯铣：威海仲裁委员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与你之间的（2015）威仲字第 1084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15）威仲字第 1084号裁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12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1）浙 0523民初 1711号 顾心廉：本院受理原
告刘丰平诉被告潘永瑜、顾心廉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两被告归还借款48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9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逾期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9月22日14
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氏清泉：本院受理原告尹忠杰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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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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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氏梦贞（CAO THI MONG TRINH）：本院受
理原告刘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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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钰唯：本院依法受理原告韩晨光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风险告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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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1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庄胜利：本院受理杨胜珍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渝0242民初46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杨胜珍与被告庄胜利离婚。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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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晓峻、捷服（武汉）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英
融贯资讯（武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光谷成长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晓峻、捷服（武汉）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英融贯资讯（武汉）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9）鄂01民初678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捷服（武汉）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英融贯资讯（武汉）有限公司均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陈晓峻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云范：本院受理原告郭青华诉被告李云范（2021）
吉2426民初710号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14日上午8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三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口岸经济带建设新秀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口岸经济带建设新秀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以下简
称“新秀片区更新项目”）正在开展城市更新意愿征集工作。现罗湖区口岸经
济带建设新秀片区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暂未与项目范围内下列更新意
愿被征集人（详见下方清单）取得联系。为充分保障下列更新意愿被征集人的
知情权及其城市更新意愿表达，特公告失联名单如下，请名单上的更新意愿被
征集人在看到此公告后及时与指挥部联系并表达城市更新意愿。

公告地点：1.项目现场：深圳市罗湖区口岸经济带建设新秀片区项目范围
内各公告栏；2.罗湖区电子政务网：www.szlh.gov.cn。

公告 期 限 ：此 信 息 公 示 期 为 30 日（自 刊 登 日 起 30 日 ，受 理 时 间 为
9：00—12：00，14：00—18：00）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86-0755-82288953
以下附名单：
清单（序号、房屋位置、产权信息、姓名）：
1.锦秀新村 1-302，0184972，曾激文；2.锦秀新村 1-703，2000283304，邹

清；3.锦秀新村 7-601；4.名泰轩 B704，2000118858，胡卓华；5.名泰轩 C504，
2000204278，吴卫、吴海丽；6.名泰轩 C802；7.通发花园 1-102；8.通发花园
1-103；9.通发花园1-104，2000321502，郭启荣、石美芳；10.通发花园1-106，粤
(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66970号，罗伟珍、姚冬晓；11.通发花园 1-108；12.
通发花园1-109；13.通发花园1-111；14.通发花园1-508；15.通发花园1-601，
粤 (2020) 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51457 号 ，王 利 伟 ；16. 通 发 花 园 1-703，
2000574015，朱良才；17.通发花园 3-408，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28437
号，白夏；18.通发花园5-308；19.通发花园5-708；20.通发花园6-102，粤(2017)
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23897号，伍幸儿；21.通发花园6-701，2000073701，王美
香；22.通发花园7-302，2000225747，彭慧平；23.通发花园8-106，2000138602，
罗艳莎；24.兴华苑C-601；25.兴华苑C-602；26.金枫花园6-902，2000468842，陈
扬波；27.金枫花园8-802，2000067811，李绪安；28.赤龙新村1-403，2000010525，
何柳眉；29.大澎花园景芳阁 408，2000596232，冯炳焕；30.大澎花园景秀阁
86B，2000363253，邓永健；31.银丰花园 1-603；32.新秀南区 14 栋 1 单元 204，
0012007，黄菊红、黄国民；33.新秀南区31栋1单元301，0009975，胡小玲、刘水
兴；34.新秀北区 2 栋 3 单元 506，2000485207，吴晓玲、范国力；35.侨民居 B5，
2000065133，吴淑华；36.侨民居A705，2000065134，吴淑华；37.三叉河华侨新村
1-101，张 念 树 ；38.三 叉 河 华 侨 新 村 1-102；39.三 叉 河 华 侨 新 村 1-201，
2000540607，廖晓瑛；40.三叉河华侨新村 1-302，2000362914，张娥妹；41.三叉
河华侨新村1-601，2000629698，张福耀；42.三叉河华侨新村1-602；43.三叉河
华侨新村1-702，4218331，张灿培；44.三叉河华侨新村2-101，袁兴福；45.三叉
河华侨新村2-102，2000632685，张国良；46.三叉河华侨新村2-201；47.三叉河
华侨新村2-202，2000620151，袁慧珊；48.三叉河华侨新村2-401，2000617900，
李琳；49.三叉河华侨新村2-402，蔡国栋；50.三叉河华侨新村2-501，张石光；
51.三叉河华侨新村2-502，袁绍甫；52.三叉河华侨新村2-601，粤(2017)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0142486号，张桂鸿；53.三叉河华侨新村2-602，2000473367，张伙
有；54.三叉河华侨新村2-702，蔡旺庭；55.三叉河华侨新村3-101，4200608，冯
二娣、李庆养；56.三叉河华侨新村3-102，4200607，杜灿权；57.三叉河华侨新村
3-302，粤(2015)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67068 号，袁枢成；58.三叉河华侨新村
3-401；59.三叉河华侨新村 3-402，4200606，袁藉祥；60.三叉河华侨新村
3-501，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02610 号，余良辉；61.三叉河华侨新村
3-602，张英；62.三叉河华侨新村4-201，2000338883，Cheung Chi Chiu；63.三
叉河华侨新村4-202，袁洪；64.三叉河华侨新村4-301，4244691，林炎珍；65.三
叉河华侨新村4-401，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39039号，严小琼；66.三叉
河华侨新村4-402，袁财；67.三叉河华侨新村4-501，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
第 0240354 号，梁家柱、梁家良；68.三叉河华侨新村 4-601，4200612，徐小娟；
69.三叉河华侨新村 5-201，2000608161，梁建红；70.三叉河华侨新村 5-203，
4200620，廖稳；71.三叉河华侨新村5-301，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255754
号，曾丹权；72.三叉河华侨新村5-302，2000491895，林超基；73.三叉河华侨新
村5-402，4200624，张森泉；74.三叉河华侨新村5-601，4200604，张亚女、任伙
达；75.三叉河华侨新村5-701，4200622，蔡恒建；76.三叉河华侨新村6-102；77.
三叉河华侨新村 6-106，2000591652，张维顺；78.三叉河华侨新村 6-206，粤
(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83497 号，刘慧昆、刘慧刚；79.三叉河华侨新村
6-301；80.三叉河华侨新村 6-403；81.三叉河华侨新村 6-404，2000489386，张
汉池；82.三叉河华侨新村6-503；83.三叉河华侨新村6-504；84.三叉河华侨新
村6-506；85.三叉河华侨新村6-602，2000528370，张福坤；86.三叉河华侨新村
6-603；87.三叉河华侨新村6-604；88.三叉河华侨新村6-605；89.三叉河华侨新
村6-606；90.三叉河华侨新村6-705；91.三叉河华侨新村6-706，2000028595，林
添球；92.三叉河华侨新村 6-805；93.三叉河华侨新村 7-101，杜坚安；94.三叉
河华侨新村7-102，4221200，张锦耀；95.三叉河华侨新村7-103，张柏肇；96.三
叉河华侨新村 7-104；97.三叉河华侨新村 7-201；98.三叉河华侨新村 7-202，
4200629，张国华；99.三叉河华侨新村7-204，文屏；100.三叉河华侨新村7-301，
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19443号，MICHAEL CHEUNG；101.三叉河华
侨新村7-302，4200628，袁健新；102.三叉河华侨新村7-502，张炳灿；103.三叉
河华侨新村 7-504，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68598 号，袁巧丽；104.三叉
河华侨新村 7-601；105.三叉河华侨新村 7-602；106.三叉河华侨新村 7-604，
4216292，宋英宜；107.三叉河华侨新村 7-701，张泽良；108.三叉河华侨新村
7-703，林平。

注：本名单不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口岸经济带建设新秀片区指挥部

2021年5月8日

通 知
香港棣华企业有限公司暨董事方元伟、常识、薛明福：

天津棣华特殊钢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国天津市金属制品实
验厂（以下简称“金实厂”）和香港棣华企业有限公司的合营公司，金实厂于
2009年12月14日被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裁定破产，天津市冶金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并实际拥有金实厂的全部股权。现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
就公司是否解散清算、清理外欠债务、职工安置及公司所投资企业资产权益处
置等涉及公司重大经营事项，需你公司及三位董事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行使权
利、履行股东及董事责任及义务，因此特通知你公司及三位董事，望你公司及
三位董事接通知起10日内与我公司进行联系或书面回复关于公司上述重大事
项的书面意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地址附后)，逾期未联系或未书面回复
则视为你公司及三位董事放弃行使股东及董事权利，拒绝承担相关责任、义
务，你公司及三位董事今后无权就公司事宜主张任何权益。特此通知。
联系人：马轩，联系电话：022-23313103 13752331694
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57号

天津棣华特殊钢丝有限公司
天津市冶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5月8日

火灾事故认定书
鹿消火认字（2021）第0006号

火灾事故基本情况：2021年 3月 14日 13时 14分许，温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鹿城区七都街道老涂中心路26号一民房发生火灾，火灾

主要烧毁家具、电器等物品，过火面积约130平方米，造成2人死亡，直接财产

损失为995915元。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2021年3月14日

12时50分许；起火部位：七都街道老涂中心路26号一层客厅东半间；起火点：

东墙电视机处；起火原因：电视机起火。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28份、现场勘验

笔录2份、鉴定报告1份等证据证实。当事人谢书（护照号码：G52045863）对本

认定如有异议，可以自本认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温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以一次为限。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