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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大肠癌流行病学及其预防和筛查白
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大肠癌发病率居恶性肿瘤
发病的第 3位，仅次于肺癌和胃癌，死亡率排在肺
癌、肝癌、胃癌和食管癌之后，居第 5位，其中男
性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
40岁至45 岁以后大肠癌发病率上升迅速，在75岁
至80岁时达到高峰。近日举行的“西湖对弈”——
癌症早期筛查与防治跨界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肠外科主任蔡三军教授表示，大肠癌是
非常明确的有预防和筛查效果的恶性肿瘤，早期治
疗效果良好，晚期治疗效果则相对较差。但目前在
我国临床上，大肠癌早期确诊的比例仅为 5%至
10％，60％至70％的大肠癌患者被发现时已是中晚
期。他指出，肠癌早筛是当前新的发展趋势，用基
因检测方法即可揪出肠癌的踪迹。

七成大肠癌确诊已是中晚期

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记载，中国40至74岁的人
群中，大约有 1.2 亿人属于大肠癌高危人群，其中
至少有 600 万人肠道里潜伏着肠癌或早期癌前病
变，2015年中国每3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肠癌。

白皮书指出，虽然大肠癌是西方发达国家常见
的恶性肿瘤之一，但有些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已呈下
降趋势，而我国刚好相反，大肠癌的发病率持续增
长，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

我国一项对超过万例确诊为大肠癌的患者进行
的大规模随访研究发现，其5年生存率为47.2%，其
中城市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已超过 50%，但农村患者
生存率仍不足 40%。而美国早期大肠癌的 5 年生存
率已达到90%左右。

诺辉健康首席科学家陈一友博士强调，“无症
状”是大肠癌的隐身衣，早期不易引起人们的警

惕，便血症状又与痔疮有些相似，很容易被忽略，
加上传统肠镜检查准备繁琐、侵入性强，人们往往
对此感到恐惧，这使得中国无症状人群的肠镜检测
率低于1%，当出现明显临床症状时，患者往往已是
肠癌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菌群失调与肠癌关系密切

蔡三军说，目前掌握的大肠癌致病因素主要包
括：第一，双高饮食（高蛋白、高脂肪）和低纤维饮食；
第二，肥胖，这两个因素是主要因素；第三，遗传因
素。此外，还有吸烟、环境污染等致病因素。

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细菌失调也会增加人们
患上大肠癌的风险。肠道是人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系
统，数以亿计的细菌聚集在人体内，其中超过 90%
的微生物生活在肠道里，被称为“肠道菌群”，又
称为“肠道微生物”，肠道微生物稳态对消化、营
养物质代谢、人体自身发育、免疫系统及疾病的产
生等方面，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推测，一个正常成人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
达 1 至 1.5 公斤，包含的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 10 的
14 次方。而一个成年人自身的细胞数量为 10 的 13
次方个，也就是说，居住在人们肠道内的细菌数
量，超过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以上。

但是不用担心，数量庞大的细菌并不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相反，肠道内微生物菌群结构保持相对
平衡，有益菌和有害菌相互作用，才可以更好地保
证肠道健康，肠道菌群失调可引起多种疾病。研究
发现，肠道菌群检测是肠癌多维度检测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的失调状态，可降低
结肠癌的发生率和抑制结肠癌的生长恶化。

如果发现胃肠不适的症状，应及时进行检测排
查，不要因为大意而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基因检测能提早发现肠癌

据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平教授介绍，大肠
癌的发生发展过程较长，从增生性病变到腺瘤、癌
变、临床期癌以致晚期肿瘤，是一个 10 年以上的过
程，因此给了人们预防的机会，所以说筛查和早诊
早治是预防大肠癌的最主要方法。早期诊断对于癌
症患者来说，90%可以治愈，标准是治疗以后5年没
有复发、转移。建议40岁以上男性、35岁以上女性
的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筛查。

目前较多采用的筛查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大
便隐血、乙结肠镜、纤维结肠镜、CT-MRI 模拟
肠镜、粪便DNA检测等。“传统肠镜检查前需空腹
1 至 2 天后，服泻药作肠道准备，痛苦且不方便，
还影响工作，作为大肠癌的初筛，人群接受率很低
且成本较高。”赵平说。

近年来，一种既高效又便捷的大肠癌筛查方式
——粪便 DNA 基因检测技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2016 年，美国在肠癌指南中，把粪便 DNA
基因检测列为肠癌筛查的 7种办法之一。这种方法
主要检测从粪便中进行肠癌脱落细胞中变异基因，
对早期大肠癌癌变筛查非常有优势。患者只需要提
供粪便作为检测样本，通过分析粪便中的遗传物质

（粪便DNA），即可检测出直径1厘米以上进展期腺
瘤和肠癌病灶，及时发现早期肠癌基因突变。

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树教授
认为，肠镜是一种治疗手段，更前沿的筛查应该用粪
便 DNA 检测，因为依从性高，筛查最重要的因素就
是依从性要高。粪便 DNA 基因检测技术具有无需
特殊设备，无需限制饮食，无创、检出率高等优点，能
更早发现肠癌，为不愿做肠镜的人提供了一种高效、
简易的方法，做到足不出户，防癌于未然。

中日甲状腺姊妹医院签约

本报电（李宏生） 北京霍普甲状腺医院近日与日本KUMA隈病院
签约结成甲状腺姊妹医院。

据介绍，日本 KUMA 隈病院是全球知名的私立甲状腺专科医院。
双方合作后可将隈病院先进的医疗技术推介给中国的医院管理者与学
者，一起分享甲状腺的相关学术成果，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甲状
腺病患者。

由于人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头晕、眩晕的高发率，却未能
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进而影响了生活的质量，甚至延误了病情。

头晕是神经科常见的临床症状，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异常，是常见
的脑功能障碍。头晕分为一般性头晕，多由全身性疾病引起，以头重
脚轻感为主。全身性疾病有：颈性眩晕、高血压、脑动脉硬化、颅脑
外伤综合症、神经症以及贫血、发热性疾病等。

另外一种是旋转性眩晕，多由前庭及小脑功能障碍引起。眩晕是
空间定位的紊乱引起的运动性或位置性错觉。其中周围性眩晕疾病主
要由前庭功能障碍引起，如BPPV （耳石症），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
有 MD （梅尼埃）、前庭神经炎、突聋伴眩晕头晕以及前庭性偏头痛。
而中枢性眩晕常见的是小脑功能障碍以及运动症，如晕车、晕船等。

日常生活中，因工作压力及情绪波动、劳累、睡眠质量欠佳以及
喝浓茶、饮用咖啡、饮酒等都可诱发头晕、眩晕。很多人都受过头晕
的困扰，既影响生活的质量，又影响工作的效率。当然，很多重大疾
病首先出现的症状往往就是头晕、眩晕。有的人自行休息，症状会暂
时缓解，而有的人症状逐渐加重才到医院就诊。

专家提醒，应正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疾”，因为小疾延误会成大
病。而精确的诊断，加上及时的治疗，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目前，慢性疼痛已成为危害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多年来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对疼痛发病原因、疼痛种类等认知不足，
面对疼痛，多数患者选择忍耐，不愿意接受药物治疗。在近日启动的

“疼痛管理健康科普行”大型公益活动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
会长郭树彬表示，希望通过科普教育方式，向大众宣传疼痛规范化管
理概念，引起社会重视。

数据显示，82%以上被调查者不知道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的区别；
约 73%以上的人不知道急性疼痛会转变为慢性疼痛，导致了不少疼痛
患者在选择镇痛方法时比较盲目，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严重影响患
者及家人的生活质量。

据郭树彬介绍，所谓“疼痛规范化管理”，目前可分为三步。首先
是预防，即在慢性疼痛病症还未发生时，建立疼痛管理意识，通过规
范日常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慢性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其次是治
疗，初期出现症状时，需要重视并及时就医，根据医嘱分辨病因、对
症治疗，且重视慢性疼痛带来的危害，正确达到治疗目的。如遇到反
复发作的疼痛病症，可根据以往的治疗经验，及时进行院外自我药
疗，以保证第一时间控制慢性疼痛病症的发展；第三是康复，即在慢
性疼痛病情得到控制后，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观察，做好日常防治工
作，以避免疼痛反复发生或进一步加重。

目前，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和生活节奏的加快，65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群中，约 80%的人至少有一种慢性疾病，较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更
易产生疼痛；颈、肩、腰、背等部位劳损、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
等，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骨骼肌肉疼痛病症。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院骨关节科主任陈卫衡指出，中老年人经常发生的慢性疼痛，多数是
由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引起的。退行性关节炎多发病于负重的关
节，如膝关节等。早期干预可以较好地控制病情；如不及时治疗，则
会导致关节变形，出现O形腿等。

谈及类风湿关节炎，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分会主任委员、广安门
医院风湿科主任姜泉表示，类风湿关节炎多发生于中年女性，关节肿
痛且反复发作，其致残率高，常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如不规范治
疗，3年左右其对关节的破坏性可达到 70%；但如果早发现、早治疗，
其病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基本能够达到轻发病或者不发病。

大肠癌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1、腹胀、腹痛。
原因是由于肠道功能紊乱，或者肠道梗阻

而致。部位多集中在中下腹部，多为隐痛或胀

痛，还有渐渐加重的趋势。
2、便血。
因病变距肛门较近，血色多呈鲜红色或暗

红色，且往往是血便分离。只在出血量较多
时，才可见大便呈棕红色、果酱样。多半结肠
癌病人中有这种。肉眼可见的便血者占 36.5%。
这也属于大肠癌的早期症状表现。

3、贫血。
当长期慢性失血，超过机体造血的代偿功

能时，病人即可出现贫血现象，属大肠癌的早
期症状。肿瘤阻塞，当肿瘤长至相当体积，或
浸润肠壁肌层时，可引起肠管狭窄，肠腔变
小，肠内容通过受阻。

4、大便习惯和性状改变。
直肠癌患者大便次数可增多，但每次排便不

多，甚至根本没有粪便，只有一些黏液、血液，且
有排便不尽的感觉。当大肠肿瘤相对较大且有
糜烂、溃疡或感染时，才可发生大便习惯、次数的
改变以及便秘或不明原因的腹泻。如果癌肿突
出向直肠腔内生长，导致肠腔相对狭窄，则排出
的大便往往变细、变形，可呈扁形，有时变形的大
便上附着一些血丝。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
揪出早期肠癌踪迹揪出早期肠癌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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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基因检测，
提供高发癌症居家早筛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医治未病”。治疗癌症最
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诺辉健康
首席科学家陈一友说，诺辉健康目前已经有了5至
10万量级的粪便DNA样本库，计划在两三年内将
样本扩大至百万级，并开发下一代更加精准和便
捷的癌症早筛技术。在全国近80家医院大力推广
早期癌症筛查技术，让更多的医院、更多的人了
解该技术。

据介绍，从样品的送检到检测报告送达，诺
辉健康的服务都通过互联网进行，客户可足不出
户居家根据产品说明进行无痛采样，随后将样本
免费快递寄送至诺辉检测中心，即可在7个工作日
内收到检测报告，报告由国家卫计委认证的第三
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出具。

互联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速度，节约了大
量的时间成本，不必多次往返于医院；更加便捷
的信息共享；检查过程无需客户去医院排队；检
测的样品无需冷链运输，更加便捷；依赖互联网
的商业模式，使得早期筛查可以覆盖更多人群。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森华：本院受理陈芝华与被告吴庆华、你、
福建安泰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闽 08 民初 1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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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森华：本院受理卢琼林与被告福建安泰三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庆华、吴森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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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6日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世莉：本院受理原告陈惠华诉被告孙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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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交换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要点如下：1、判决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元
整及支付借期内利息合计64000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逾期还款违约
金，标准以双倍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3、判令两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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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并依法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新尧：本院受理原告郝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津0103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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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广娟：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起诉被告孟广娟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孟广娟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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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蕤荃：本院受理原告王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津0103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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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益铁：本院受理原告李圣女诉被告吴益铁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吉2426民初50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之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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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益铁：本院受理原告刘安峰诉被告孙作斌、吴益
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吉2426民初
1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之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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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程光华（Guanghua Cheng）、程蕙芳（Huifang
Cheng）：本院受理程英芳、程光茂（Guangmao Cheng）、董福荣与你二人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

个月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在本院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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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岛诚（曾用名邵忠）、丰嶋洋（曾用名邵华）、邵丽、
高岛孝代（曾用名邵玫）：原告刘元珍诉你们四被告析产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海民初字第165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邵洪庆名下位于北
京市海淀区城华园五号楼三门二0二号房屋由原告刘元珍、被告丰岛诚、被告邵丽、
被告高岛孝代、被告丰嶋洋共有，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归还原告刘元珍所有，另百
分之五十的份额由被告丰岛诚、被告邵丽、被告高岛孝代、被告丰嶋洋继承，每人各
占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份额。公告费2400元，由原告刘元珍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
费4300元，由原告刘元珍负担，已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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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4民初97号 优派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秦军（QIN JUN）：本院受理原告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优派能源

（阜康）煤焦化有限公司、优派能源（阜康）煤业有限公司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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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保全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0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4民初96号 优派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秦军（QIN JUN）：本院受理原告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优派能源（阜
康）煤炭洗选有限公司、优派能源（阜康）煤业有限公司以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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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材料、保全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3月20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笑年：本院受理原告张侠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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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9时在
本院一楼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小帆：本院受理原告于涌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 3月 12日 9
时在本院六层第二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浅田芳雄：本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北京日邦印刷
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红星印刷厂、被告（反诉第三人）盛明、被告（反
诉第三人）浅田芳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盛明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
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京民初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盛明提出的管辖权
异议。盛明不服裁定，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盛明提
交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ASIA INTERNATIONAL ECO-
NOMIC-TECHNICAL COOPERATION PTE.LTD（亚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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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二
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铁：本院受理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诉
你和戚大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要求判令被告戚
大义与你就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甘井胡同8号八间房屋的买卖合同无
效；要求判令你就上述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诉讼费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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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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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南
区5楼第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立胜：本院受理原审原告乌鲁木齐淄华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北京百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民（商）再初字第10685号罚款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90
日内来本院领取罚款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立胜：本院受理原审原告乌鲁木齐淄华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雅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百利通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京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合并纠纷再审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东民（商）再初字第10686号罚款决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罚款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Mark William Stokes（马克 威廉 斯托克
斯）：本院受理原告侯丽诉你（Mark William Stokes 身份证件号 461007203）离婚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年裕民一初字第006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爱：原告王平爱诉你及王荣爱、王华民、王华
丽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我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秦纳杰
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于洁担任法庭记
录。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海
定区紫竹院街道三虎桥10号楼4门503号房屋归属原告所有；2、判决被告协助原
告办理过户手续，将北京市海定区紫竹院街道三虎桥10号楼4门503号房屋过户
至原告名下；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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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开庭，地点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公告 Brian William Mandley：本院受理原告汪琴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经涉外司法协助仍未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内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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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公告 SERGIO PERAL BERROCAL（身份信息：男，
1974年11月18日出生，西班牙籍居民，身份证件号BD054533）：原告丁晓莉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起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峪口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影
响本案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公告 Terry Cameron Barber：本院受理原告江金珠、汪
落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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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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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鄒振益：原告李厚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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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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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莉萍、王天润：本院受理原告陈光、陈明、陈伟诉被
告王智禹、李莉萍、王天润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俊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嘉敏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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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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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LUONG NGOC TUOI：本院受理原告王秀爽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0829民初23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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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闽0206民初6515号 洪梅峰：本院受
理原告黄国胜与被告洪梅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闽0206民初6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洪梅峰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黄国胜借款本金679400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以
679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6年8月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止）；二、洪梅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黄国胜公告费2500元；三、
驳回黄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至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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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香港·HIGHLIGHT VISION
LIMITED）、高志寅（Gao Zhiyin）、高志平（Gao Zhiping）、高锐视讯有限公司（杭
州）：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盛唐天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你们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鄂民初 5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高锐视讯有限公司（杭州）答辩期为15日］和
6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102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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