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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热情渐增高

近年来，海外华人开始广泛关注政治活动，参政议政
的热情和积极性逐渐增高，华人参选成功的例子也越来越
多地见诸报端。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华人移民历史
比较久，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他们熟悉当地
社会环境，文化教育水平比较高，参政议政意识也较强。

“作为选民，我会参加每次选举投票，以行使手中一票的
权利，我还会号召我的家里人去投票。有的孩子小，还没有投
票权，但我经常跟他们讲，到了岁数后一定去投票。”纽约河
北同乡会会长董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华人在美国还是
个少数群体，华人参与投票是关心当地政治的表现，而不是
有公民的身份，却只能听其他族裔公民选举出来的官员的意
见。“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波士顿市近郊的牛顿中
文学校校长夏铭近几年在该校推动和组织过牛顿市市长、市
议员和市学校委员会委员的竞选辩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
说：“我们非常兴奋和骄傲，那次选举诞生了牛顿市首位华
裔，也是首位亚裔学校委员会委员。”

在韩国，“华人参加选举活动的意愿也越来越明确，已
经不像过去那样只管闷着声儿去挣钱，做自己的事儿。”
韩国华文教育促进会会长张澜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现在有些议员选举时都会找华侨社团的负责人去联系选民。

在华人移民历史较短的国家，华人的参政议政意识则
有待提高。“华侨华人来塞浦路斯的时间非常短， 最长的
也就 30 多年，而且能获得护照、有选举权的人数非常有
限，因此对选举的参与度很低，目前还没有参与党派或从
政的华人。”中塞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席韩梅梅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她此前在塞浦路斯媒体上曾呼吁华人积极参
与选举投票，并阐明诉求，为华人发声。

选人更要重政见

毛里求斯教育界人士丘金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她曾在该国 2014年大选中分配到第一选区，负责管理投票

箱和计票工作，该选
区有两位华人参选国
会议员席位。“身为计
票员，大选的结果不
是我能左右的，但华
裔候选人的选票每增
加一张，我的心中就
多一份喜悦。”当地有
名 的 组 织 “ 印 度 之
声”号召选民，在大
选中不要看哪个党派而要选“自己人”，印裔候选人的选票
也因此领先。丘金莲由此思考，华人在以后大选中，是否
也可以首先投“自己人”一票呢？

“如果有华裔候选人，首选当然是华裔。”当华人的利
益受损时，他们方便发声，去找政府交涉，这是一个优
点。但董晔表示，候选人的政见、理念以及能否为华人服
务，成为更大的考虑因素。他们会把华裔和其他族裔候选
人进行比较，看谁是真正为居民做事、真正有利于社区的
人。“我们支持谁，不单纯看族裔身份，即不完全局限在华
人。”他以纽约州华裔国会议员孟昭文为例，孟昭文学法律
出身，懂得如何提案，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在议会中跟人
进行辩论，这几年关于华人的提案也在国会中得到通过，
总体来说政绩不错。同样得到华人选民支持的，还有纽约
法拉盛地区市议员顾雅明，2017年他成功实现第三次连任。

“如果他是华裔，华人会感到很亲切，有自豪感，因此
会鼓励和支持他。”张澜政表示，如果不是华裔，则要先了
解他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对华裔和对少数族裔的保护部
分，这是华裔投票时首先要看重的地方。“如果你是个种族
主义者，那大家都会反对的。”

华人声音更响亮

“随着祖国越来越强大，华人的自尊心和追求自己利益
的诉求增强，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地走上了选举和被选举的
第一线。”张澜政表示，华侨华人的参与感就越来越强了。
夏铭认为，这有助于华裔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提升影响

力和社会地位，并对社会资源进行更公平的分配。
董晔则认为华人取得公民身份，并经一段时间融入到

主流社会后，懂得怎样去参与，语言上的障碍也得到了克
服，这是参政议政的“门槛”。未来华人参政议政要实力过
硬，才能为华人群体发出“最强音”，而真诚为华人服务的
候选人会得到选民的持续支持，否则就会被淘汰。

参与政治活动不仅有入党、投票等，还可以在其他方
面表达政治诉求，或者提供服务。“在上周大选前，我们将
有关推动在塞华文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诉求与倡议书
递交给了现任总统，也是下任总统候选人。”韩梅梅表示，
有些华人听说后积极响应，希望可以为信函签名以示支持。

目前，塞浦路斯中文学校周六的课程是完全免费面向华
侨华人子女的，上课场地则由市政厅提供，这项目是得到了
欧盟“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移民融入基金”的支持。而能被纳入
该基金，韩梅梅说，“这与我们多年来带动华侨华人积极融入
当地社会，参与市政厅的各项活动是分不开的”。

在其倡议书中，韩梅梅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
大好前景下，中塞经济合作急需双语人才，他们愿意配合
政府，进行中小学汉语的推广，并对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事
业单位的汉语培训工作提供支持。

正如《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7）》所
说，华侨华人的参政热情和政治表现，不仅能增强在住在国
生活发展的自信，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且有助于搭建同祖

（籍）国的友谊桥梁，助推两国关系良性发展。
“广大华侨华人既希望中国好，也希望住在国好。两国

关系保持融洽，这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张澜政说。

不只闷声挣钱 还要发声竞选

海外华人参政意识越来越强
杨 宁 陈秋圆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当地时间1月1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

长选举的政见公开辩论会在南加州大学举行，6位民调领先的州长候

选人，包括华裔候选人江俊辉，均发表政见，展开辩论。然而，在

当天近3000人的座位席上，鲜见华人。对此，有资深义工提醒，如

果华人社区自己的候选人不能代表华人利益，不一定是华人的代言

人，那么，华人支持候选人时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只认华人脸。

图为2016年7月27日，孟昭文（中）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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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首获匈文化骑士称号

据匈牙利《欧洲论坛》报道，当地时间1月
20 日，在匈牙利囯防军文化中心举行的匈牙利
国家文化日活动上，旅匈华人指挥家张国治荣
获匈牙利“文化骑士”称号，并获颁证书和勋
章。张国治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张国治是一位指挥家，毕业于中国中央音乐
学院。旅居匈牙利 27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与
匈牙利及欧洲的文化，特別是音乐领域的交流和
交往。过去八年来，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匈牙利
成功举办“音乐桥”国际艺术节。他邀请中国中小
学合唱团与欧洲的音乐艺术团体共同参加活动。

他积极向中国推介享誉世界的匈牙利柯达
伊音乐教学法。此外，他还主持匈牙利华人星
光合唱团及附属少年合唱团，多次在匈牙利和
国外举行的音乐节上获奖。

（据中国侨网）

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

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庆典大会暨第
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蒙特卡蒂尼市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欧洲青年
企业家协会首届会长团，黄勤海当选为会长，
蒋一赫为首席执行会长、陈进华为执行会长、
林黎成为第一常务副会长、吴超为秘书长。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总领事王辅国，蒙
特卡蒂尼市市长朱塞佩·贝兰迪等以及旅欧华人
社团负责人、侨团代表逾 1000余人应邀出席了
协会成立庆典活动。

王辅国在致辞中对协会成立表示祝贺，希
望意大利华人青年以协会成立为契机，不断完
善自身建设，为促进中意友好交流与发展做出
新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

法国川渝同乡会换届

法国川渝同乡会第十三届会长团就职典礼
暨新春晚会 19日在巴黎举行。旅法渝籍华商杨
长林就任新一届会长。

当晚，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陆青江、
意大利前驻重庆总领事马非同、国际汽车联合
会主席托德、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法
国四川交流协会会长帕内等法华各界嘉宾近300
人出席典礼。

法国川渝同乡会卸任会长杜娟向新任会长
杨长林交接了会印，并转授了成都海外交流协
会——“海外成都法国工作站”的铭牌。杨长
林感谢广大同乡的信任和支持。他表示，将为
旅法川渝同乡做点实事，为大家搭建一个事业
发展平台，不断提升协会的影响力，为融入法
国社会，提升川渝同胞的形象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中国新闻网）

泰国华文媒体培训举行

首届泰国华文媒体培训活动暨“一带一
路”泰国华文媒体研讨会 21日在曼谷举行，来
自泰国华文媒体及教育界约300人参加了培训及
研讨活动。

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主席罗宗正在开幕致辞
中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企业前来泰国，泰中两
国的人员和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这也为泰国华
文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泰华媒体及从业
人员亟需提高自身各方面素养，适应媒体发展
新形势，书写时代新篇章。

培训活动上，中国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王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泰
国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高级顾问傅增有，泰
国 《泰国风》 杂志总编吴小涵分别作了演讲，
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现场互动与探讨。

此次活动由泰华通讯记者协会、中国华侨
大学联合主办。据了解，主办方今后还将陆续
为泰国华文媒体免费提供更加深入和形式多样
的专题培训。 （据中国新闻网）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亲情中华”慰侨文艺晚会 1 月 18 日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

行，在葡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500余人到场观看。

左图：演员在表演杂技 《邀月弄影》。右图：演员在表演杂技

《墩之灵》。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被执行人赵中笑（美国护照：
505480502）、姚玉斌（美国护照：483101043中国护照：G16188386）：你们与姜翠文
代理进出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鲁02执8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青岛泰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你们提出的异议给予了《答
复》，因你们下落不明，又没有委托代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及异议《答复》。其主要内容是将你们
名下的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嘉义路16号15号楼302户房地产
抵债给姜翠文所有。《答复》中对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43号3号楼1单元304户的评
估价值是公平、公正、合理的。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潘伟民：本院对上诉人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黄书建、原审被告黄朝阳、原审被告潘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民终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个月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姵伶：本院受理原告蓬莱德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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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年1月3日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鲁 0112 民 初 2039 号 隋 超

（371083198512261557）：本院受理原告郑瑞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
决如下：不准原告郑瑞甜与被告隋超离婚。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郑瑞甜负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011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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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费，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 0304 民 初 54052 号 NA
YEONG PYO：本院受理原告郭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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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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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间
为2018年6月4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八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2018年1月24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龙芳涯、韩峰：本院受理原告刘丽萱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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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交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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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在本院亚运村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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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ING CHUKWUTEM
DIJI：本院受理原告杨莞平诉被告 BLESSING CHUKWUTEM DIJI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酒仙桥法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原、被告离婚。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酒仙桥法庭二层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毅：本院受理 SHIMIZU HANAYAKA 清水崋
（黄晓华）诉马玉波、黄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京0101民初1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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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斌：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郝斌、郝淑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京 0101民初 2160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斌：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郝斌、郝淑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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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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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莎（英文名：Sha Li）：原告陆剑（英文名：Jian Lu）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陆剑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原告
陆剑与被告李莎离婚；2、依法分割原告陆剑与被告李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
妻共同财产；3、依法判令婚生女陆书菲（英文名：Shufei Sophie Lu）由原告陆剑抚
养，被告李莎按 3000 元/月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直至陆书菲（英文名：Shufei So-
phie Lu）年满 18周岁止；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李莎承担。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
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单、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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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西
1-1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友琴（Youqin Wang）：本院受理原告丁元（Yuan
Ding）诉被告王友棋（Youqi Wang）及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一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雨方：本院受理原告李莉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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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一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奥运村法庭第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忠：本院受理原告马玉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2017）
闽0427民初143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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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告 HUGH GENE HARRISON：本院受理原
告肖艳芝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
0102民初58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90日内来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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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滨、李迅：本院再审原告余有琴诉你们继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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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添林：原告赖瑞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我院已受
理。原告赖瑞玉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原告赖瑞玉与被告李添林离婚。
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孙婉仪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
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刘珊珊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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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方应当自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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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本院）东2-18法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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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民初 418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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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达：本院受理原告张奕诉被告张有权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LAM NGUYEN HIEN：本院受理薛喜洋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辽0304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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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添发：本院受理原告杨华与被
告李添发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桂 0902 民初 33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原告杨华与被告李添发离
婚。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杨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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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至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公告 莫文晖：本院受
理桂林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裁判
文书上网及庭审公开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两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粤 1302 民初 3964 号 LOH KIA
SENGMATTHEW：本院受理原告许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粤1302民初396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9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春花：申请人胡皓晰与被执行人黄松清、
任春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执行庭委托对被执行人任春花名下位于
荣成市瀛海美地14号楼304号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本院定于2018年5月9日8
时30分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13选择鉴定机构，届时不到不影响鉴定机构的
选择；并定于2018年5月10日10时到该房产处勘验该房产，届时不到不影响勘验
的进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曲波、李虹霞：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和兴产业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第三人烟台中天伟业房地产咨询策划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及第三
人于2007年1月1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二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270000元，
支付违约金 344925元（自 2010年 6月 7日起以 27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
五暂计算至 2017年 6月 7日；自 2017年 6月 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仍以 270000
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云浩（男，1969年5月4日出生，台湾身份
证号：A121108879）：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诉
被告郭云浩信用卡纠纷两案（案号：（2017）粤0105民初7656号、7657号），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093.07元、利
息747.07元，共计4021.91元（暂计至2017年5月22日；之后利息按照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
同）36872.03元、利息 8810.53元、滞纳金 2164.2元、其他费用 24元，共计 47870.76
元（暂计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之后利息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止）；3、被告承担两案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邮寄
费、查询费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7日8时45分在
本院审判庭第二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届时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判，并在本院公告栏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树仁：本院受理原告过欣华诉你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树木补栽费、环境损失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共计人民币616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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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19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公 告 张秀芹：你父张盛财（已故）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罗廊西村38号老
宅一处，现已列入征收范围，请您尽快回来办理征收补偿事宜，特此公告。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罗廊巷以西地块征收项目指挥部

公 告 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02号楼承租人韩双财配偶杨淑敏：因西城区琉璃厂
东街102号楼需排险解危腾退，发此公告（公告日期60日）。请杨淑敏速与腾退实施
单位联系。联系地址：西城区梁家园胡同甲5号，联系电话：010-6315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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