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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介提供的服务留学中介提供的服务，，已经日益专业化和全程已经日益专业化和全程
化化。。原来只是为大学生留学提供一次性的节点服原来只是为大学生留学提供一次性的节点服
务务，，现在则开始向学习生涯的上下游延展现在则开始向学习生涯的上下游延展———从出—从出
去读小学去读小学、、中学中学，，到留学期间提供生活服务到留学期间提供生活服务；；甚至甚至
留学读书结束后怎么办留学读书结束后怎么办？？中介也尝试着和你中介也尝试着和你““谈一谈一
谈谈”。”。

这样算下来这样算下来，，一个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一个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似乎除似乎除
了做点点头和摇摇头的动作了做点点头和摇摇头的动作，，其他的都可以付费交其他的都可以付费交
给别人代劳给别人代劳。。

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还是坏事？？
首先首先，，在这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阶段，，有人帮忙这是好有人帮忙这是好

事事。。面对复杂的申请过程面对复杂的申请过程，，学子可以选择寻求留学学子可以选择寻求留学
中介的帮助中介的帮助；；但要想申请到最心仪的学校但要想申请到最心仪的学校，，恐怕得恐怕得
自己多上点心自己多上点心。。

但是但是，，损失了什么呢损失了什么呢？？
年轻人走向生活时年轻人走向生活时，，最需要与社会沟通的宝贵最需要与社会沟通的宝贵

经验和判断经验和判断。。比如比如：：多考察几家中介机构多考察几家中介机构、、多搜集多搜集
信息信息，，表面上看这是表面上看这是““麻烦麻烦”，”，但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但在这个过程中锻炼
了在反复对比中迅速有效做出判断的能力了在反复对比中迅速有效做出判断的能力。。不断了不断了
解学校最新资讯解学校最新资讯、、与中介交流沟通甚至争论与中介交流沟通甚至争论，，这锻这锻
炼了在交流中积极炼了在交流中积极、、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这
些能力不也正是在学子留学时些能力不也正是在学子留学时、、甚至今后人生都需甚至今后人生都需
要的吗要的吗？？

留学不是镀金留学不是镀金，，而是锻炼自己能力的大好机而是锻炼自己能力的大好机
会会。。学子学会对自己负责学子学会对自己负责，，不妨就从申请留学开不妨就从申请留学开
始始，，自己动手吧自己动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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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帮助

去年3月，李华 （化名） 准备出国留学。
在准备申请学校时，李华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留学中介机构。因为急于实

现留学梦想，在咨询了一家机构后，她很快就与中介签约了。李华说：“因
为刚开始了解留学，对这方面的事情也不太懂。我觉得找中介咨询一下，心
里多少清楚点。在我不知道要上什么学校的时候，中介也会推荐一些学校，
便于我做参考和选择。我的首选留学国家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一些学院
跟其他国家大学有合作项目，通过这些学院可以去两个不同的国家，我觉得
很不错。

学子选择留学中介，是因为中介能提供较为丰富的信息。就读于德国凯
泽斯劳滕工业大学的张康杰 （化名） 在申请学校时也选择了与中介签约。他
说：“当时，我语言没过关，也没有家人或朋友在德国能为我提供与学校有
关的信息，所以只能寄希望于留学中介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

张康杰还提到：“中介在提供大学排名、专业排名以及相关学习信息方
面让我比较满意，介绍也较详尽。这让我在出国之前能对未来生活与学习的
环境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学子签约中介的初衷是希能在与留学相关的方面上得到指导，以更加顺
利地完成申请。有着中介机构多年工作经验的王嘉 （化名） 认为：“如果是
一家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的中介机构，则可以在选学校、定专业等
方面为学子提供有效的指导；资深的文案顾问可以根据学子的背景条件和申
请学校专业的情况量身定制文书，提高学子被录取的几率。在学子拿到录取
通知进入办理签证流程时，中介机构也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

中介并非是万能的

签约当天，中介就根据李华的要求为她确定了一家院校。李华说：“一
开始，我发现在这所学校里我想读的专业确实有与其他国家学校的合作项
目。但当我再详细查看那所学校的资料时，感觉它并不是我要去的‘梦想学
校’。这时我开始感觉到迷茫。”关于学校与其他学校的合作方式，李华也产
生了疑惑。她去找中介沟通，得到的答复却是“说不准”“我也不清楚”。最
后，李华和父母辗转咨询到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熟人，才对新加坡的留
学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并决定更换留学目的国。

回忆起去年与中介之间的纠纷，李华说：“去年6月中旬，我去跟中介谈
换留学国家的事情。在牵扯到费用问题时，虽然合同上清楚地写着操作到哪
一步该如何退费的相关说明，但中介老师并不依合同办理手续。直到我父母
找到他们的经理协商后，中介老师才确定要按合同来退费。”

退费难，退费的速度也十分缓慢。“我6月份就跟中介解约了，12月份
才收到退款。这过程真的太漫长了。”李华说。

中介顾问负责不到位，是学子与中介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王嘉
说：“留学中介是服务机构，为学生提供服务的留学顾问是否有职业道德、
责任心和较强专业性，这是最重要的。”

中介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留学中介入行门槛不高，所以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另外，为吸引
客户，中介公司对本公司的顾问过度包装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所以学子在选
择留学机构时要谨慎。

首先，要考虑一下，自己申请留学是否真的需要留学中介机构帮忙。张
康杰说：“留学中介代替学子亲力亲为，能为留学申请提供方便，这无可厚
非，也是中介存在的意义。但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信息都能轻松获得，申
请攻略在网上也非常详细，所以有条件的学子也不妨试着自己申请学校。”

其次，要看中介既往的服务业绩和口碑。针对选择学校的问题，李嘉
说：“中介首先要保证申请的成功率，然后才会看匹配度。申请者想的是，
根据自身情况，申请到对自己来说最好的学校，而中介的目标则是保证你拿
到录取通知书，这就导致了中介提供的申请方案大多偏于保守。至于所选学
校及专业是不是最符合你自身条件，并不是中介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针对于
此，学子可以自己多去查阅学校的官网，了解学校最新的专业情况，以免错
过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对于选学校、定专业，李华建议道：“先要确
定自己的理想学校，学校确定了，去哪个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确定下来了。
当中介向你推荐学校时，学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想法，这就需要提前做
功课。总之，选择学校要有自己的目标，不能完全听中介的，毕竟去留学的
是你而不是留学顾问。”

留学中介是好帮手吗？
张子宁

留学中介是好帮手吗？
张子宁

暑假将至，打算出国留学的学子已开始着手做申请准备。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学
子已经基本确定了申请方向，对留学生涯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规划。为了提高效率，节
省时间和精力，不少学子会委托留学中介机构代办申请事宜。选中介代办留学申请，
学子在获得便利的同时，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但只要做有心人，这个风险其实是完
全可以避免的。

1、留学中介具有充足的信息资源。相较个人掌握的留学申请
信息，更全面更丰富。中介机构内经验丰富的顾问在学子选择学校
和留学项目上都能给予专业的指导。他们可以帮助学子分析有关学
校的申请成功率，甚至帮助学子选择自己心仪且有把握的专业。

2、留学中介可以帮助学子节省很多时间。学子申请留学是一
个繁杂的过程，留学中介代办这些申请的具体事项。这样一来，学
子可以拿出更多精力来提升成绩。

3、留学中介可以合理为学子规划申请流程，帮助学子更好地
展现自己。提高学子的录取几率，帮学子争取到更优质的学校。

4、留学中介可以帮学子完成高质量的申请文案。专业做留学
申请的文书老师可以帮学子量身定做符合申请学校要求的文案，使
学子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优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留学中介逐步发展为规模庞大的
专门服务行业。遍布全国各地的
中介机构，已经可以提供专业
化、全流程的留学咨询和代办服
务；甚至开始向学子提供留学中
的生活服务、留学后的学业和工
作服务方向拓展。

留学中介已经成为学子省时
省力申请海外学校的重要帮手。
尤其是当学子并不了解目标留学
学校和专业、或追求留学办理过
程的效率时，往往会选择留学中
介代办申请事宜。中介协助申请
学生完成所需文书和材料的准
备，提供大学面试沟通指导等服
务。

学子选择留学中介的服务过

程包括签署合约、在指导下选校
规划、准备申请文书、材料递
交、通知录取、申请签证、报到
及注册等步骤。不同的留学中介
在流程中提供的环节不尽相同。

留学中介机构按规模可分类
为综合服务机构和专门领域服务
机构，综合服务机构的优势在于
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可以有足
够的顾问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专
门领域服务机构的特点在于在某
个具体国家或者某个具体领域甚
至学科申请上具有独特优势。按
申请方向分类，留学中介机构可
分为专注一个国家和面向多个国
家的中介。在业务方面，有的留学
机构只负责申请，还有的机构既
负责申请学校又负责培训学生。

选择留学中介时，应注意什么？

中介能提供哪些实质性帮助？

留学中介目前的状况

链接 ——

—— 慎重考虑机构的留学顾问是否专业负
责。咨询时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关心的细节
问题，根据对方提供的指导意见，了解留
学顾问的真实水平。
—— 选正规的、选有名气的中介，但更要
结合自己的需求。选中介不能光看机构的
规模，还要与留学顾问深度沟通，了解其
代理的拿手项目是否与自己的需求相符,以
便做到心中有数。
—— 提前约见后期服务团队。与留学顾问

进行接触，看双方是否能够密切配合，留
学顾问的工作节奏是否跟得上自己的要
求，保证申请过程不拖沓。
—— 至少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合同文本。注
意查看合同的具体条款是否公平、公正，
要慎重签约。
—— 可以多看看网络上的经验帖。网络上
的信息五花八门，既要多了解，但是也不
宜照搬使用。可以多咨询身边有申请经历
的朋友，提前对中介机构进行了解。

想去欧洲、北美还是阿根廷？

想申请签证来这边想申请签证来这边

在外想找个住处？

留学里边请！

有没有中意的学校

申请留学：
靠中介还是靠自己？

齐 心

留学随笔

链接 ——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氏秀鸳（GAOTHITUUYEN）：本院受理原告刘
建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983民初35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
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十七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宴婷：本院受理原告赵磊诉被告黄宴婷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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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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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双桥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1民初3294号 齐凤英：本院受理齐
建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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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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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684民初 17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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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4 民初 27、28、29、30 号 ZHOU BI
LIAN（卓碧莲）、QIU XU BIN（邱旭斌）：本院受理（2017）京04民初27、28、29、30
号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邱辉足、王巧儿及你们信用证融资纠纷四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京04民初27、28、29、3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该民事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于2018年5月26日刊登在第5版上诉人为优特
埃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告中，案号“（2018）鄂民终1055号”应为“（2017）
鄂民终1055号”。特此更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微微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亚运村法庭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Highlight Vision Limited）、卓科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Unitech Enterprises Group Limi ted）：本院受理原告中融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和被告高锐视讯有限公司（Highlight Vision Limited）、被告高志
寅、被告高志平、被告章建芬、被告卓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Unitech Enterprises
Group Limited）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原告起诉状及证据材料、

（2018）京民初10号民事裁定书（保全）、交换证据传票、证据交换（质证）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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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并定于2019年7月9日上午10：00到本院交换证

据，2019年 7月 16日上午 9：15到本院第 11法庭证据交换（质证），2019年 7月 18
日上午9：15到本院第11法庭开庭。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Highlight Vision Limited）、卓科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Unitech Enterprises Group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诉被告高锐视讯有限公司（Highlight Vision Limited）、被告高志寅、
被告高志平、被告卓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Unitech Enterprises Group Limited）、
被告章建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原告追加被告申请书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原告补充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2017）京民初
80 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交换证据传票、证据交换（质证）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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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并定于2018年11月8日上午9：30到本院交换证据，于2018
年11月15日上午9：30到本院第十二法庭交换证据（质证），于2018年11月22日
上午9：30到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乃爻：原告韩爱新诉你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原告韩爱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33
号富丽小区5号楼206号的房屋归韩爱新、胡乃爻共有，每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2、
判令京LY0705号佳美4T1BG22K非营运轿车归韩爱新所有，韩爱新向胡乃爻支付
评估价的一半折价款；3、判令胡乃爻承担本案公告费、鉴定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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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复兴路法庭第二十二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01民初11257号 张立竹：本院受理王
淑华、张立琴、张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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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南区）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304民初17636号 时青：本院受理
原告周洁诉被告时青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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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粤 0304
民初17636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烟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
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时青名下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红荔村 20幢 103
房产的 1/2 产权归原告周洁所有；二、被告时青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配合原告周洁办理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原告周洁承
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300 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时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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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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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渝0107民初144号 朱莎：原告朱扬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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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7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津0111民初5132号 林冠鸣：本院受理原
告田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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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DAE SUN CHOE：原告崔顺兰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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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日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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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燕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原告陈红诉你、第三人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由审判员张钢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杨靖、秦纳杰共同组成合议庭，书记
员于洁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陈红和李军于2014年3月3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夫妻共有公司财产分割约定合法有效；2.判令第三人将李
善荣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1条、8.1条代原告陈红持有的北京亚之杰置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过户至原告陈红名下，并由第三人协助办理相应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3.请求法院判令第三人将李善荣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8.5
条代被告李军持有的第三人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变更
为原告陈红所有，并由第三人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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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庭，地点在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业良：你诉北京大学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已
受理。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马千里担任审判长，与本院
审判员胡喜辉、周志辉共同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樾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山后
人民法庭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案将按照撤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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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初32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赖瑞玉
与被告李添林离婚；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赖瑞玉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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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虞金龙：原告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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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普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应
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4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7法庭组成合议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丹东仲裁委员会公告 环球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美国纽约港务发展有限公司、日
林实业有限公司：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单位借款担保纠纷一案，本会己

受理，请你们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领取仲裁申请书副本、丹仲裁字（2018）
第19号《答辩通知书》、丹仲裁字（2018）第19号《关于适用涉外仲裁特别规定的说
明》、《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丹东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格式文
件》，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期限为提出仲裁员选定书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提出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45日内，开庭时间为提出答辩书期限届满之日后第6日
9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裁决。
丹东仲裁委员会公告 环球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美国纽约港务发展有限公司、日
林实业有限公司：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单位借款担保纠纷一案，本会己
受理，请你们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领取仲裁申请书副本、丹仲裁字（2018）
第18号《答辩通知书》、丹仲裁字（2018）第18号《关于适用涉外仲裁特别规定的说
明》、《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丹东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格式文
件》，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期限为提出仲裁员选定书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提出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45日内，开庭时间为提出答辩书期限届满之日后第5日
9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裁决。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川07民初88号 孙涛、香港海粤旅游
服务公司、海南海粤旅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都冠威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诉
你方、四川郪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四川锦盛集团有限公司、王光文、黄岗、三
亚海粤阳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方人在国外，地址不详，无
法直接向你方送达应诉手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以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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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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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依法公告（2017）鲁0602执保13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登记在被申请
人曲波名下、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上夼西路99号4单元内26号的房产，查封期限3
年。案件申请费3020元，由申请人预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鲁0602民初7315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原告烟台和兴产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曲波、第三人烟台中天伟业房地产咨询策划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10日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二、限被告曲波、被告李虹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
返还购房款24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49245元；三、限第三人烟台中天伟业
房地产咨询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返还购房款30000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曲波、被告李虹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49元、保全费3020元、公告费
7500元，由被告曲波、被告李虹霞负担。限你们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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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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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诉郝斌、郝淑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京0101民初2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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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