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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北京市欧美同学会 （北京市
留学人员联谊会） 在京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 会长陈竺，北京市委副书记景俊海出席会
议并讲话。

据景俊海介绍，目前北京市归国留学人员
超过60万人，占全国总数约1/4，入选国家“千
人计划”人数也占全国总数的1/4，这两个“1/4”
充分彰显了首都北京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欧美同
学会会长闫傲霜表示，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在建
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过程中发挥优势。

（文 辉）

海归的强项，是智慧的眼界与前
瞻。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这
项优势得以充分展现。

近年来，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步伐，以大健
康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更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也将目光投向
了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这类产业。

选择一个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
广阔的行业是明智之举。但市场环境
瞬息万变，行业发展前景好并不代表
创业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在投身
新兴产业创业浪潮时，除了要做好前
期调研和准备工作，也要明确自身优
势和核心竞争力。

海归是创新创业的“智力动车
组”。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海
归“智力动车组”不仅有眼界、有判断，
更有速度和“抢
占”的能力。从
目前看来，干得
不错！

我国医疗大健康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吸引了很多海归积极投身其中。

海归看好大健康产业
赵贝贝

抢占未来市场
确是海归强项

齐 心

北京市欧美同学会成立

张宇认为我国现在正努力推动的精准医疗、远
程医疗、个性化医疗对小城市医疗环境改善更有
利。图为张宇正在路演。

近日，由北京市朝阳区海外学人中心举办的海
外学人创业大会医疗大健康专场落幕。来自中国、
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多支队伍参与了本次赛事。图
为评委正在向参赛海归提问。

（题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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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怎么看？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大健康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它是维
护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的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及信
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据统计，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已从
2011年的1.6万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3.2万亿元，且仍在继
续增长。

王青瑜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她的创业项目是一
种既有穴位按摩功能，还能预防和治疗乳腺增生疾病的保
健胸垫。“我国是人口大国，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
升，身心健康成为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人们已

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健康、高品质
的生活体验。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会推进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王青瑜如是说。

张宇的创业项目是一款创新性声波穴位失眠治疗仪，
他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他认为，医疗大健康市场
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这并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中
国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的速度加快促进了养老产业的发
展。医疗大健康不只包括生物技术、基因技术这些很专业
的方面，还包括养老服务、中医医疗、社区服务等涵盖基
础服务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医疗大健康很有发展前景。”他
解释说。

海归怎么看？

国内医疗资源不均衡
国外创业环境较冷清

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海归都有在国外求学、工作、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看来，
国内外健康产业存在着差异。

王伟明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学习，他的创业项目
是热消融微创手术机器人。“我选择投身医疗大健康产业主
要是因为对精准医疗、康复以及教学培训比较感兴趣。国
内在这几个方面起步比较晚，不少公司边模仿边发展，但
发展速度很快。”

张宇认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衡，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医疗水平差距比较大。“而这种
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现状对大健康产业发展而言却是个机
遇。现在，我国在努力推动精准医疗、远程医疗、个性化
医疗发展，这都为大健康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王青瑜曾经想过把创业项目落地在英国，但在了解到
英国的市场需求和创业环境后最终选择回国创业。“英国和
中国女性在选择内衣时理念不同，英国女性往往会以舒服
为主，而中国女性则更多考虑美观，有时太考虑美观可能
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乳腺增生。在将全面情况相比较之
后，我发现中国市场更大。另外，国内的创业环境也比英
国更好一些，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比较大。”

海归怎么看？

立足使用国内资源

引进国外成熟技术
海归回国后会根据自己创业项目的具体特性，选择不

同的城市使项目落地。
王青瑜正在创建制作工厂，她把工厂选定在深圳。“在

深圳建立工厂的成本远远低于北京，劳动力也要便宜一
些。”张宇的公司已经在北京创立，“我的公司是一个纯技
术型公司，对一个技术公司来说，科技力量是最重要的。
北京是国内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方，综合考量这些后，我
选择把公司落地在北京”。

张宇说：“本次大赛中，一些海归是凭着直接从国外引
进的技术项目参赛的。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在国外推广应
用，所以海归把他们带回国后，可以直接应用于临床。我
觉得正是因为海归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外的
技术差距。”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霄：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你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5516499.97元，截至2017年5月23日的利息302531.18元，罚息17247.65元以及自
2017年5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以实际欠款数额为基数，按
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2、你支付
原告律师费67185.69元；3、原告对你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9号九区30号楼1
至2层全部的房产拍卖、变卖、折价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由你承担。案号为（2016）京 0102 民初 3293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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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2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何善祥、福建振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7］榕仲受
字第349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等。答辩、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第一个工作日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7年 12月 6日上午 9：00在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7年 12月 15日依法
作出裁决，你们应于本裁决作出后第一个工作日到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本会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42号杨桥大厦一层）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泽林（370602199502130412）：本院受
理的原告赵丽丽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鲁0691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乔先亭与被告乔
泽林于2014年8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乔先亭、被告乔泽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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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公告 曲馨茹：本院受理原告范磊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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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威：本院受理原告王庆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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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9时
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长淑：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佳翊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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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5
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昌军：本院受理（2016）苏0621民初7493号原告
翟富全与被告刘昌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苏0621民初7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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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威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丁炯铣：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单、仲裁须知、当事人的仲裁权利和义务、仲裁庭及仲
裁员选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12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30日止。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621民初4613号 刘培祥、陈传云：本院
受理原告韩良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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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WANG MICHAEL（王连群）：本院受理原告星展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1、被告偿还原告截至贷款提前到期日2017年5月31日的本金317162.35元，利息
4503.51元，罚息 137.74元以及自 2017年 6月 1日起至全部债权实现之日所产生
的利息、罚息；2、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6号楼二单
元1903号之抵押房产的抵押权，以及在被告无法全额偿还所欠原告本金、利息及
罚息时，原告有权依法行使抵押权，有权以该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屋
的价款优先受偿；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损失21199元；4、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公告费。案号为（2017）京0102民初16919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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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
区第二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芮香、陈厚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辽0202民初7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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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芮香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被告陈厚东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17年9月26
日10时至2017年9月27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曹氏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CAO HOLDING.LLC.）持有鑫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88%的
股权，起拍价：3137155.63元，保证金：300000元，增价幅度：2万元（或2万元的倍
数）。有意者请登陆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详细了解本次拍卖的相关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4）吴民初字第1022号 陈氏
锦秀（Tr n Th C m Tú）：本院受理原告李海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吴民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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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4）吴民初字第1139号 阮翠
翘（Nguy n Thu Ki u）：本院受理原告孙肖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吴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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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
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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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杉（Sean Wang）：本院受理原告周佼佼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原告周佼佼起诉要求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判令原、被告女儿王思淇

（Stella Wang）由原告抚养；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区三层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道全经贸有限公司、山东德高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盘锦故乡农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
台德惠置业有限公司、烟台泰恒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曹经庚、陈颖：本院受理的原
告恒丰银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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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德惠置业有限公司、烟台德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山东德高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烟台泰恒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盘锦故
乡农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德辅置业有限公司、烟台道全经贸有限公司、曹
经庚、陈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恒丰银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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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8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鲁0602民初58号 战万石：本院受
理原告孙玉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602民初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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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鸿钊：原告肖智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1202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温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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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鄂0104民初1492号 胡斌：本院受
理原告胡友兰诉被告胡斌、胡欢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小虎（男，1986年 11月 24日出
生，身份证号110101198611244519）：原告于海龙向本院起诉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6777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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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伟良：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大鹏新区葵
涌办事处诉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粤0307民初6924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90日即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30日，
本院定于2018年4月9日9时30分于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如未按时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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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京 0101民初 18989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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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佳：本院受理原告石晓斌、刘腊梅诉曾海
燕和你，第三人孙卫宁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0304民初13565号案件
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合议庭成员为审
判员费敏及人民陪审员蔡玉兰、董志新。开庭时间为2018年1月8日9时15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十一审判庭，请准时参加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本
公告自见报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本院受理原告张眉、张凝诉被告你与张正、
张宇、王荻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张眉、张凝起诉要求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冰窖口胡同79号3门10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357952号）房屋
由张眉、张凝共同继承，由张眉、张凝按照该房屋价值的六分之一给付麦薇房屋
折价款。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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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三层9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原告王荻诉被告你及张眉、张凝、张正、张宇
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王荻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蓟门里小区北 4号楼五门二层 201室（房产所有权证号：海更成字第 021114
号）房屋归原告继承所有（价值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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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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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 5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1—15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本院受理原告张眉、张凝、张正诉被告你及
张列三、张宇、王荻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张眉、张凝、张正向本院
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北京市海淀区蓟门东里9号楼301号房屋产权属于王
荻、张眉、张凝、张正、张列三、张宇、麦薇共同共有；2、依法分割共同共有物北京
市海淀区蓟门东里9号楼301房屋产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院现依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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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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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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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5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1—15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典生：本院受理原告龙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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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好根：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南好根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交纳物业费 17058.1 元、有线电视费 135 元、电公摊费 193.5 元、停车费 2220 元

（上述费用合计19606.6元）；2、判令由被告南好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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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西槇延子：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西槇延子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交纳物业费59555.03元、有线电视费966元、电费387.27元、供暖费53096.52
元（上述费用合计114004.82元）；2、判令由被告西槇延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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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丹萍、乌韦·克劳斯：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沈丹萍、乌韦·克劳斯向原告北京大
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物业费 26572.7 元、有线电视费 126 元、电费
8898.25元、水费 1700.6元、热水费 1704元、供暖费 29156.3元、维修费 80元（上述
费用合计 68237.85元）；2、判令由被告沈丹萍、乌韦。克劳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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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丹萍、乌韦·克劳斯：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你们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
物业费24986.50元、有线电视费453元、电费5356.59元、水费6435元、热水费3980
元、供暖费 27287.51 元、停车费 10950 元、维修费 137 元（上述费用合计 79585.6
元）；2、判令由你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诉张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张永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物业费13068元、
有线电视费162元、电费4400.39元、水费997.3元、热水费520元、供暖费14520元

（上述费用合计33667.7元）；2、判令由张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整（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健：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诉汪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汪健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物业费 37721.72
元、有线电视费 814 元、电费 4565.8 元、水费 1276.5 元、热水费 957 元、供暖费
38278.84 元、煤气费 100 元、电话费 89.92 元、维修费 72.4 元（上述费用合计
83876.18元）；2、判令由汪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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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宗英：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诉方宗英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方宗英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物业费
14685.65元、有线电视费610元、电费1387.79元、水费377.9元、热水费668.8元、供
暖费11665.07元（上述费用合计31603.9元）；2、判令由方宗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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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下午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旭、费迎晓：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诉朱旭、费迎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朱旭、费迎晓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交纳物业费 3277.94 元、有线电视费 36 元、电公摊费 41.16 元（上述费用合计
3355.1元）；2、判令由朱旭、费迎晓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亚生：本院受理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诉赵亚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赵亚生向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物业费
1656.48元、有线电视费18元、电费1758.2元、水费196.1元、热水费272元（上述费
用合计 3900.78元）；2、判令由赵亚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整（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俊玲：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安俊玲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交纳物业费12927.6元、有线电视费18元、电费215.6元、水费402.96元、热水费
24 元（上述费用合计 13588.16 元）；2、判令由被告安俊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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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大野香织：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大野香织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交纳物业费1187.52元、有线电视费18元、电费 196.09元、水费44.1元、热水
费776元、供暖费2968.8元（上述费用合计5190.51元）；2、判令由被告大野香织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1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存虎：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刘存虎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交纳物业费 2964.5元、有线电视费27元、电费1242.73元、水费595.7元、热水费
104元、供暖费7260元（上述费用合计12193.9元）；2、判令由被告刘存虎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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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14时整（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基：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
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被告刘国基向原告北京大华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
纳物业费29850.7元、有线电视费698元、电费11915.91元、水费3047.6元、热水费
8290元、供暖费29797.07元、出车费103元、煤气费150元、电话费54.2元、维修费
252.45元、空调折旧费1020元（上述费用合计85178.93元）；2、判令由被告刘国基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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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提出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二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后法庭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DSLIS PRAK（护照号码NO490209）：本院受理原告
杜慧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安曲民初字第
008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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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内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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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恒盛（YU Hang Shing）：本院受理
胡馨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0691民初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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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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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7)浙72民催2号

根据申请人舟山国家远洋基地集团普陀渔业有限公司的

申请，本院已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作出（2017）浙 72 民催 2 号民

事裁定，准许申请人舟山国家远洋基地集团普陀渔业有限公

司的申请，对原属舟山市港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嘉德 5”轮

负有的船舶优先权予以催告。凡对该轮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办理船舶优先权登记。逾

期未主张权利的，视为放弃船舶优先权。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