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聚焦聚焦

要闻·财经·广告要闻·财经·广告2017年4月29日 星期六
责编：聂传清 梁益琴 邮箱：hwbjjb@163.com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范小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
证据。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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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9月18日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告 CAI YAN：本院受理原告卢宇峰与被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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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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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小3
审判厅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妥：本院受理原告王晓湖、杨速诉王晓临、杨涛、王
翰、王聪与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2民初
8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里仁街6号3号楼
4-402号房屋一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92625号）由原告王晓湖、杨速与被
告王晓临、杨涛共有，每人各占有四分之一份额。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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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101民初20271号 Saif Ullah：本院受理
原告王国祥诉你与周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廖冠智、张盈盈：本院受理（2015）深宝法民一
初字第4030号戴孟錡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0月27日9：30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国 HS玛尔山有限公司

（HS MULSAN CO.，LTD）：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烟台市盛隆实业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鲁0613执27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LAN TENGJUN：本院受理原告雷小蕾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雷小蕾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4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婉珠：本院受理原告陈静诉陈畹明、陈瑞堃、陈畹
莹、陈胜堃与你继承纠纷一案，陈静起诉要求判令李淑贞名下北京市西城区新风街1
号院8幢807号房屋的房产份额归原告所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4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告 邵明星、任美凤：本院受理（2017）苏0581民初3104
号原告常熟市新达纬编厂诉被告邵明星、任美凤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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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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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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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8日14时在本院
海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忠、邵华、邵丽、邵枚：原告刘元珍诉你们四被告
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我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玫担任审判
长，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李宏志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诉讼请求：刘元珍要求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1号城华园5楼3门
202号房屋，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应诉通知书及开庭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们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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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崭：本院受理原告张振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2民初2027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原告
张振荣与被告金崭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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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敏学：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华诉被告吴敏学离婚
纠纷一案，原告李文华起诉要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2、判决北京市
西城区阜外北街273号楼4层2门210室归原告所有；3、判决北京市石景山区海特
花园30号楼4单元601室归被告所有；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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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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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北区六层五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Piromya Prakopkit，女，1992年2月
27日出生，泰国身份证号1-1015-00571-81-1：原告姜志强向本院起诉与你同居
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我院向你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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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过30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1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开庭，如果你届时未到
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鄂 01民终 8308号 周尉奇：本院受理
上诉人周尉奇与被上诉人胡康洪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鄂
01民终8308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虞潇潇：本院已受理原告张帆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水果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莫静宜：本院受理赵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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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日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南区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公 告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2016）粤 03 民算 16 号深圳飞

天针织丝绸服装有限公司（下称“飞天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

定深圳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清算组。飞天公司法定代表

人、股东、董事、监事、财务清算组员和其他经营清算组员应于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公司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配合清算组完成清算事宜。如怠于履行义务导

致无法进行清算，相关清算义务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

算组联系人：蔡深兴，联系电话：+86-0755-83454606-812，地址：深圳

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永通大厦12楼B。

深圳飞天针织丝绸服装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

理及财务管理等有关人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裁定受理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理

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清算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深圳基新

仓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及财务管

理等人员于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清算组（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

河 大 道 联 合 广 场 A4701；联 系 人 ：任 燕 玲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

0755-82940081）移交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全部资料。拒不或逾期不提交的将依法承担不利法律责任。

深圳基新仓储有限公司清算组
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0 1 0 - 6 4 8 4 9 5 7 5

Announcem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ian Municipal People’s Court of Zhejiang Province

LENG CHOUN KEONG（male，passport No.：S7043027D）：This

court accepted the lawsuit filed by the Plaintiff Shi Maomao against the

Defendant LENG CHOUN KEONG（male，passport No.：S7043027D）

on dispute of child support due to cohabitation. This court is now serv-

ing you the copy of Complaints，Notice of Responding to Action，No-

tice of Producing Evidences，Court Summons，Notice of the members

of Collegiate bench，Notice of External Online Inquiry，a Litigation

Risk Tips and a Clean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Card by publicizing

this Announcement on the newspaper according to Article 267，Para.8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laintiff Shi Maomao claims in her litigation to request this court to or-

der that：daughter Shi Yunan（name written on the birth certificate：

Ning Qin）will be under the custodian of the Plaintiff Shi Maomao，

who will cover all the costs of upbringing by herself. This Announce-

ment will be deemed to having been served to you after 3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publicizing. You should submit your appellate brief and

produce your evidence（s）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expiry of service.

Your failure to do so will be deemed that you have abandoned and

waived your own rights to produce evidences after the expiry date of the

time limit according to law. This case will be heard on SEPTEMBER

18，2017 AT NINE O’CLOCK in the fourth tribunal by the collegiate

bench composed of the judge Bao Xiaochun as the presiding judge，the

people’s juror He Yuying and the people’s juror Pan Xiaodong in pub-

lic session. This court will render a judgement after the expiry date of the

time limit according to law.

Ruian Municipal People’s Court（sealed）

Date：April 19，2017

建设集约高效的货运物流体系，推动“互联网+”与运输服务融合发展，

全力打造综合运输服务升级版——“互联网+”高效物流，已成为我国物流业

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立足于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国家、贵州省委、遵义市

委重大发展战略，借力“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国际大物流分工，加快打造西部

内陆开放新高地，遵义市铁路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

铁投）倾力打造了贵州黔北现代物流园区。

长期以来，由于贵州省乃至整个西南大部分地区因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铁路网分布偏低，物流成本过高，而贵州遵义东临长三角，西临云南（包括东

盟），北靠成都、重庆，南接贵阳，是全国物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承接点。当国

务院同意设立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之际，遵义铁投认真研究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的试验区实施方案及遵义市委《关于坚持红色传承、推动绿色

发展，奋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意见》，牢牢把握政策背景，用更广阔

的思维，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公司发展融入到遵义市发展大背景中，大力发

展遵义地区的物流产业，充分结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和转型升级，以国际

化、现代化、特色化思维，谋划实施贵州黔北现代物流园区项目。

贵州黔北现代物流园区项目，投资 150 亿元，占地 9400 亩，集运输、仓

储、配送、商品交易、物业租赁、物流金融、物流信息、研发服务、创意服务等

功能于一体，紧密围绕“互联网+”高效物流、供应链金融、多式联运、物流园

区等建设，寻求“互联网+”高效物流下的创新发展之路。遵义铁投副总经理

陆卫表示，物流城，不仅有力助推遵义产业扶贫，更是打造了西部开放物流

新高地。

贵州黔北现代物流新城的建设，由6大功能区、12大板块、4大支撑服务平

台组成，融合了现代物流所有的内涵，紧紧依托国家利好政策，发展多式联运，

打通从中国西南地区直通欧洲地区的“黔新欧”物流线，建成多式联运的一类

铁路口岸和B型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西部内陆地区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海

上丝绸之路，与全球互联互通的格局，全力参与到国际大物流分工之中。

遵义铁投依托贵州省大数据建设，构建以物流产业链为核心，充分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物流+”模式，搭建“采购+商贸+互联网+

生产制造+金融+现代服务+教育培训”平台，整合商品信息、交通路网、货物

运输、企业需求信息等行业数据，实现各个物流环节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

体化融合，满足物流系统中各个环节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和功能需求，形成

异业生态圈效应，使企业与企业、区域与区域之间相互融合，激活园区内生

动力，实现企业互利共享。

遵义铁投打破传统，以市场为导向、以物流地产企业为主体，利用现代

企业的管理模式，自建自持，为广大生产流通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精益

化的物流服务。园区建设致力于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为金融机构、

供应链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向物流企业提供更

多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金融服务，增加高附加值的服务功能，提高企业的

竞争能力，实现“物流金融”模式向“金融物流”模式的转变，达到“共赢”的效

果。园区建设通过做优现代服务业，搭建物流发展新引擎，加速物流与金

融、电子商务、制造业、商贸业等深度融合，形成异业生态圈效应，使物流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

黔北现代物流园区黔北现代物流园区

财政部日前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政收支
数据。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366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917
亿元，收支差额为 1551 亿元。自财政部网
站 2009 年开始公布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以
来，季度“赤字”尚属首次出现。对此，
专家表示，赤字是年度概念，季度收支出
现盈余或亏空均属正常现象。值得关注的
是，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反映了预算执行
进度加快、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的特
征。有的放矢，有减有增，中国经济不走

“大水漫灌”的路子。

首季差额突显效率

财政赤字通常以年度计，但首季差额
之罕见依旧引发两点追问：为什么？怎么
看？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副研究员何代欣对本报记者分析道：“财
政收入包括税收等，主要受经济情况影
响，而财政支出是根据经济预算的安排来
进行的，这两方面的动因并不一样。在短
期内，收入和支出相抵出现盈余和亏空都
有可能。而在目前稳中求进的经济政策
下，收入端执行减税降费，支出端在短板
领域增支，这一减一增，有差额很正常。”

不过，今年出现首季财政收支差额的情
况，也与预算执行加快密不可分。财政部预
算司司长李敬辉日前表示，今年预算批复下
达进度比往年加快。截至目前，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已累计下达80%以上。

具体来看，中央部门预算已经全部批
复完毕且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预算下达了75%，比去年提高3
个百分点；1.63 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也已全部下达。

对此，何代欣表示，新的预算草案在3
月份才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上半年预算
拨付整体相对较慢。而今年加快预算执行
力度，可以改善上半年借钱来花，下半年
突击花钱的局面，让民生、公共行政等项
目更快兑现与执行，提高财政管理与社会
经济运行效率。这表明我们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一方面激活市场，另一方面也在针
对性改善管理。

支出重点投向民生

除了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一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也实现了 21%的增

长。财政支出都花在哪儿了？
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季度主要支出项

目中，教育支出 6913 亿元，增长 18.7%；
科学技术支出 1183 亿元，增长 49.3%；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8183 亿 元 ， 增 长
22.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106 亿
元，增长 29.4%；城乡社区支出 4622 亿
元，增长 21.2%；住房保障支出 1353 亿
元，增长46.8%。增长主要流向民生与社会
保障领域。

何代欣表示，中国推行积极的财政政
策，公共支出领域仍在不断扩张，在夯实
发展基础方向的投入非常大，比如民生、
城乡保障等领域，并呈现管理越来越精细
化的特征。而在土地、基建、房地产等领
域，财政资金流入的状况并不明显。

他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积累
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在财政资金
有限，社会需求总量大的情况下，要以最
有效率的方式分配国家资金，让其流向国
民经济中最有需要的环节。要‘喷灌’‘滴
灌’，润物细无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日前
也撰文指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关注
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
题，所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减税降费定向发力

实际上，一季度财政收入也实现了两
位数增长。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366亿元，同比增长14.1%。而2016年全
年财政收入的增幅为4.5%。

据财政部分析，这一增长受多重因素
影响：一是价格上涨；二是经济企稳向
好，企业利润明显增加；三是一般贸易进
出口价量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的增
长是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实现的。从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2016 年全年已降低
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2017年还将继续减
少税负约5500亿元。

在 4 月 19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
克强说，今年主要经济数据稳中向好，财
政收入增速加快，我们既然有条件、有财
力，就更要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当日会
议还公布了简并增值税税率等 6 项减税举
措，预计全年给各类市场主体减负 3800亿
元。

减税降费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
任张斌认为，此次减税政策很有针对性，
比如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给
予税收优惠两项新政，有利于科技创新；
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再次扩
大，有助于小微企业发展。专家表示，未
来积极有效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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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在硅谷开设研发中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8 日电
（记者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 28 日
发布数据，2016 年全国农民工总

量达到 28171 万人，比上年增加
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
加快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
就业来看，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
的农民工比重下降明显。农民工
月均收入 3275 元，比上年增加
203元，增长6.6%，增速比上年回
落0.6个百分点。

中国农民工增至2.8亿人

据新华社旧金山电 （记者马
丹） 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 4 月
27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地

区开设未来科技中心，以人工智
能、传感器等新兴技术为研发方
向，希望为企业产业升级创新和

向高技术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近年来，为了加速向高新技术

转型，“到硅谷去”已成为许多中国
企业的共识。中国移动、华为、百
度、苏宁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都
已在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

4 月 28 日 ，
“中国尊”施工至
104 层，建筑高度
达到503米。“中国
尊”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 CBD 核心区
地 块 ，建 筑 高 度
528 米，地下 7 层，
地上 108 层，总建
筑 面 积 43.7 万 平
方米。2012 年 9 月

“中国尊”开始打
入地下桩，2013年
7 月 29 日 正 式 开
工 建 设 ，计 划 于
2018年年底竣工。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中国尊”高度
突破500米

““中国尊中国尊””高度高度
突破突破500500米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