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4年12月20日 星期六 要闻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sina.com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FANNY SUWARNI
DHARMADJAYA：本院受理孙世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住址不详，
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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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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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金成泰：本院受理原告李环诉你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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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龙口佳宝
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伊利亚绍夫·尤利·阿列谢科维奇

（ILIASHOV IURII）（俄罗斯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限制出
境决定书，决定对被执行人继续限制出境。现向被执行人送达限制出境
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3
日内，被执行人对限制出境决定不服，可申请复议一次，申请复议期间不
停止限制出境决定的执行。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龙口佳宝
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伊利亚绍夫·尤利·阿列谢科维奇

（ILIASHOV IURII）（俄罗斯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被执行人送达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向本院报
告财产。逾期仍不履行和报告财产，本院将依法制裁和强制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BASNET SURENDRA
JUNG：本院受理原告陆秀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深罗法民一
初字第152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满后30日。并于2015年5月
11日9时15分在本院第16审判庭开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472号
CHEN JOSE LUIS：本院受理原告丘菊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两份。判决准许原告丘菊芳与被告
CHEN JOSE LUIS离婚，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
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涉外、涉港澳台

当事人为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2013）深福民一初字第283号
HUSSAM ABDELSHAKUR SAYED AHMED ABUHASSAN：本

院受理原告王迎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
王迎春与被告 HUSSAM ABDELSHAKUR SAYED AHMED ABU-
HASSAN 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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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
得另行结婚。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秀民一初字第979号
阿特拉斯·拉尔夫（ATLAS·RALF）：本院受理原告袁继芳诉被告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秀民一初字第
9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准许原告袁继芳与被告阿特拉斯·
拉尔夫离婚。二、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袁继芳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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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REINIER ANDRES MARTINEZ
MEDINA（中文名雷尼埃尔·安德烈斯·马帝尼斯·玛蒂娜）：本院受理原
告展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海
民初字第17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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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及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继红：本院受理赵淑英诉高丽平、
高继红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高继红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
区）第9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鼓楼区窑上村96号－1房屋所有权人汪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于 2014年 10月 13日依法作出宁鼓府征字 【2014】 第 20号房

屋征收决定。根据征收决定，你户房屋属窑上村城中村地块危旧房改造项目 （二期） 征收

红线范围。2014年10月23日，通过协商选择方式并经南京市鼓楼公证处公证 （公证书编

号：（2014） 宁鼓证民内字第2654号） 选定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

征收项目征收评估机构。2014年11月6日，该评估机构作出《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

征收补偿金额分户评估表》、11月28日作出《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装饰装修补偿金

额分户评估结果表》，确定你户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人民币肆佰万陆仟零肆拾柒元整；装

饰装修补偿费为人民币叁万零陆佰陆拾元整。因你下落不明，特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

如你对评估报告有疑问，可依据《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四条之

规定，要求评估机构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你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依据《南京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向原评估机

构书面申请复核评估。另，请速来我办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宁路 263 号一江大厦 7

楼。） 协商你户房屋征收补偿事宜。（联系人：袁军，联系电话：025－58750979）

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2014年12月20日

公 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
谭晶晶）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9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前众议长、日本国
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

俞正声说，最近中日关系在经历两

年多困局后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应认真维
护和落实两国政府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
发表的四点原则共识，处理好历史、钓鱼
岛等重大敏感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
两国各领域合作。

崔世安行政长官先生，
同胞们，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今晚，美丽的濠江
灯火璀璨、异彩纷呈。有机会同大家
欢聚一堂，共同庆贺澳门回归祖国15
周年，我感到十分高兴。

在此，我谨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
各族人民，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
向全体澳门市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良好的祝愿！

今天下午，我抵达澳门不久，就
去石排湾公屋参观并探访了两户家
庭，我想近距离感受澳门这些年来的
发展变化，了解澳门普通居民的日常
生活。我同这两家人拉家常，谈家庭
情况、工作学习、梦想愿景。令我感动
的是，虽然这两户都是普通家庭，但
他们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大人们努
力工作，孩子们勤奋学习，大家都关
心社区建设和特区发展，都期盼着明
天的日子更美好。从中可以感受到他
们热爱生活的美好愿望。

虽然我在他们家里坐的时间不
长，但仿佛在澳门推开了一扇窗户，
让我看到了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的温
馨画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安定的喜
人成就，更令人感受到澳门“小城故
事多、充满喜和乐”的和谐氛围。

同胞们、朋友们！
15年前，伴随着《七子之歌》的感

人旋律，历尽风雨的澳门终于回到祖
国怀抱。从那一刻起，按照“一国两
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建
设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重任就摆在
了我们面前。15 年来，澳门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一
个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
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我
们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这些进步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
“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离不开特别
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同胞齐心协力、
奋勇拼搏，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
人民这一坚强后盾的大力支持。

这些进步和成就充分证明，“一
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强大生命力，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澳门同胞完全能
够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方针指引下，团结一心，自强不
息，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同时，我们深知，作为前无古人的
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
澳门在取得巨大进步和成就的同时，也
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仍会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需要加以妥善应对。如何
在过去15年建设的基础上实现澳门更
好发展，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澳门发展面临的重
大课题，澳门要继续扬帆破浪、砥砺前
行，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越是面对成绩，越是要奋发进
取。俗话说，桌子上唱大戏——摆布
不开。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的实践证
明，只要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
心齐，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戏。我们既
要从澳门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中
坚定信心、增添力量，又要清醒看到
澳门内外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善于统
筹谋划、群策群力、乘势而上。

当前，祖国内地正处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重要时期，这为澳门发展提供了极
大机遇和广阔空间。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澳门同胞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
制度优势，善于从祖国发展大势中把握
机遇，更好搭乘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扎

实推动澳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长期奋斗历程中澳门同胞形

成了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
的优良传统，这是澳门发展的力量源
泉。我们要珍视和传承这些宝贵精
神，坚持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长远
利益出发，让最广大澳门居民焕发出
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
投身建设澳门的事业中去，支持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脚
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不断
开创“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

我坚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人士一
定能够团结一心、再接再厉，携手续写更
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也一定能够同全国
人民并肩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现在，我提议：
为了澳门明天更美好，
为了伟大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

福，
为在座各位朋友及家人的健康，
干杯！

（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新华社澳门12月 19日电 （记者霍小光、李寒
芳、刘畅） 十五年澳门梦奋斗追求，十五年中国心澎
湃跳动。以“澳门梦·中国心”为主题的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 15周年文艺晚会 19日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
育馆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观看了演出。

演出现场美轮美奂，欢乐喜庆。20时许，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夫
人霍慧芬陪同下，步入晚会现场。全场观众起立鼓
掌，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在亭亭玉立的莲花舞台背景衬托下，澳门少年合
唱团的孩子们深情唱起 《七子之歌》。舞台上呈现出

澳门地标建筑大三巴，青少年跳起欢快的街舞，欣欣
向荣、充满活力的澳门展现在观众面前。浪漫的土生
葡语民歌《打开你的心》，热情绚丽的葡萄牙土风舞、巴
西桑巴舞、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粤剧……一幅中西交
融、魅力四射的澳门街景画卷打动人心。各具特色的民
族服装、风情各异的歌舞表演，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独
特社会风貌和多元文化魅力动人心魄。《男儿当自强》

《龙的传人》歌声激昂、曲调雄浑，象征着澳门昂扬向上
的武术表演热力登场。舞龙奔腾，彩狮雄健，表达了中
华儿女对澳门和祖国光明前景的美好祝愿。

灯光变幻，1999 位出生在 1999 年澳门回归祖国

那一年的少年影像闪现在大屏幕上。曾经的新生儿，
今天已是英姿勃发的少年。今夜，璀璨星光闪耀澳
门；明早，又将迎来崭新的朝阳。歌声似海、掌声如
潮。澳门文艺工作者和普通市民、青少年学生饱满的
精神和精彩的演出，赢得阵阵掌声，现场气氛热烈、
高潮迭起。

晚会结束时，习近平在崔世安陪同下走上舞台，
同演职人员亲切握手，并同大家一起高唱 《歌唱祖
国》，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澳门前程似锦。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杨洁篪、张庆
黎等一同观看演出。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文艺晚会在澳门举行
习近平出席观看

1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
前往位于澳门路环的石排湾公屋，亲
切看望澳门普通市民家庭，实地了解
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特别行政区
政府制定实施了“居有其所，安居乐
业”的公共房屋政策。石排湾公屋是
澳门最大的公共房屋项目，建有 9000
多套住宅。

在石排湾公屋项目的沙盘前，习
近平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情况，详细
询问房屋建筑布局、周边配套设施建
设和公屋申请条件等。随后，他来到
乐群楼 5 座，走进位于 20 层的居民谭
玉娥家中。见到习主席来了，谭玉娥
一家热情地向主席问好。习近平微笑
着回应，同一家人亲切握手。

整洁温馨的客厅里，习近平同他
们全家坐在一起拉起家常。屋里暖意
融融，笑语阵阵。“家里几口人？”“做
什么工作？”“全家收入有多少？”“小
孩子上几年级了？”“住房开支有多
少？”习近平详细了解谭玉娥一家的工
作生活情况，特别是居住条件改善的
情况。谭玉娥告诉习主席，她在建筑
材料公司从事文员工作，丈夫是建筑
工地工人，3个女儿正在上学，都很用
功上进。他们搬入新居8个多月，感到
非常满意。习近平表示，看到你们家
的布置，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感到你
们是温馨和睦、相亲相爱的一家子。
你们全家乐观向上，对生活满怀憧
憬，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希望你们夫
妇努力工作、孩子们勤奋学习，为把澳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谭玉娥家出来，习近平又走进物流工人梁志华家。主人热情
把远道而来的贵客请进屋。习近平亲切询问夫妻俩的工作、社会保
障、住房、日常开支等情况，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听了主人介绍后，
习近平称赞他们是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早日
成才，挑起家庭的大梁。他对在场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说，相
信新一届特区政府一定会不断提高施政能力，努力解决民生问题，
让每一个澳门居民实实在在分享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在离开公屋时，闻讯赶来的市民们争相向习近平问好。习近
平热情同大家握手，祝愿居民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
过越红火。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杨洁篪、张庆黎等参加活动。
当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在崔世安夫人霍慧芬陪同

下，来到澳门妇联学校幼稚园参观看望。在课堂上，彭丽媛观看
了孩子们演唱歌曲 《七子之歌》。当童谣 《找朋友》 的乐曲响起
时，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围成一个圆圈，邀请彭丽媛加入。彭丽
媛愉快来到孩子们中间。“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现场一片欢腾。

随后，彭丽媛来到课室，观看孩子们用平板电脑学习算术
题。当屏幕上显示了一个个正确答案时，彭丽媛连连称赞。

在礼堂，彭丽媛参观了儿童们参与律动、平衡训练等体能活
动，为孩子们鼓掌加油。参观结束时，孩子们喊着“阿姨再见”，
依依不舍同彭丽媛挥手告别，彭丽媛向孩子们挥手说，小朋友们
再见，欢迎你们到北京来玩。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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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会见日本前众议长

据新华社澳门12月
19 日电 （记者霍小光、
李寒芳）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9 日下午在澳门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习近平对何厚铧表示，
你离开行政长官岗位担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来，始终
心系澳门发展，积极支持行
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工作，作了很多有益的贡
献，中央是充分肯定的。希
望你继续在事关澳门长远
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
题上为中央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出谋划策。

何厚铧感谢习近平对
他的关心和鼓励。他表示，
亲历澳门回归祖国15年的
成功发展历程，深刻体会
到伟大祖国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
后盾。深信在中央政府和广大澳门居民信
任和支持下，新一届政府定能严格按照澳
门基本法，继续勤勉施政，使澳门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战略，共创美好明天。他表示

将继续为国家、为澳门作出贡献发挥作
用。

又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在
澳门亲切会见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
近
平
会
见
何
厚
铧

会
见
澳
门
社
会
各
界
代
表
人
士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
（2014年12月19日）

习近平

本报贝尔格莱德 12
月 18 日电 （记 者 吴乐
珺、韩秉宸）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8 日上午与塞尔
维亚总理武契奇共同出席
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
竣工仪式。

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
大桥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
建的第一个大桥项目，全长
1.5公里，历时3年完成，这
也是塞尔维亚在多瑙河上
近70年来首座新建大桥。

两国总理共同为大桥
竣工纪念碑揭牌，为大桥
开通剪彩，并发表致辞。

又电 当地时间 18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贝尔格莱德市政厅接
受了“贝尔格莱德荣誉市
民”证书，塞尔维亚总理
武契奇陪同出席。

随后，李克强同塞各
界知名人士亲切会见并互
动交流。

本报曼谷12月19日电 （记者吴乐
珺、杨讴、王天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曼谷会见泰国总理
巴育。

李克强表示，我此次来泰国出席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第五次
会议。其间，中泰双方还将签署铁路、农
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两国互
利共赢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有利于提
升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互联

互通，更好实现物畅其流，更好便利人
员往来。中国先进装备“走出去”不仅可
以使富余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也有助于
中国装备实现升级。李克强希望双方抓
紧开展中泰铁路项目前期相关工作，为
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又电 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9日上午乘
专机抵达曼谷廊曼机场，出席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第五次会议。

抵曼谷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

李克强会见泰国总理巴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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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何厚铧。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