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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玉明：本院受理（2018）桂 0305
民初615号原告易丽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网上公布生效裁判文书、阳光
司法网启用告知书以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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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108 民初 12099 号 李冬宁：本院受理
原告李淳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李淳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登
记在李冬宁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中里14号楼2102号房屋全部归我个
人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李冬宁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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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3-3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
缺席审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程艳：本院受理原告郭佳诉被告陈文、陈武
及第三人程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第三人程艳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并向被告陈文及第三人程艳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树仁：本院受理原告过欣华诉你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2民初27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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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树仁：本院受理原告过欣华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原告过欣华对（2017）京0102民初27776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已提出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过欣华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京淑：本院受理原告李昌世诉被告李京淑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吉2426民初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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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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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621民初7075号 王春生：本院受理原
告熊耀瑄诉被告王春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熊耀瑄对本院（2017）苏 0621民
初7075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了上诉，因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泽霖：本院受理的原告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泽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民初 11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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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苏0117民初662号 阮氏素茹：本院
受理原告南京东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
苏0117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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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百营地产（中国）有限公司（Bel Trade Properties

（China） Limited（In liquidation））：本院受理原告百营物业发展（武汉）有限公司
诉被告百营地产（中国）有限公司（Bel Trade Properties（China） Limited（In liq-
uidation））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8）鄂民初20号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在本院西102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辽 0212 民初 998 号 HENS-
LEY GREGORY LEE：本院受理原告陈长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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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依法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DANG THI HUYNH MAI：本院受理原告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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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庭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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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3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长清：本院受理原告刘佳昕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华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朴大海：本院受理原告慕蕾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华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更正公告 本院于2018年6月9日刊登的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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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中，现将公告内容中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更改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特此更正。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连旺：原告张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张虹提出如下诉讼请
求：1.请求判决我与被告陈连旺离婚；2.婚生子Kevin Chen 和James Chen由我抚
养，陈连旺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1万元，直至孩子年满18周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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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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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牵趣进出口有限公司（FUN Q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天津亿玛科技有限公司诉上
海牵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牵趣进出口有限公司（FUN Q IMPORT AND EX-
PORT COMPANY LIMITED）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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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开庭之日截止。
本案定于 2019年 4月 2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 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伟新：原告谭静诉被告黄伟新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判决：“准予原告谭静与黄伟新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渝0107民初126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KWAK NOHHYUN（中文名：郭努贤）：本院受理
原告北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北京福来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KWAK NOHHYUN（中文名：郭努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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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 怀 毅 ，REYNOLDS ANDREW，HUANG
LING：本院受理原告苏恒诉被告王怀毅，REYNOLDS ANDREW，HUANG
LING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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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1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虔材：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安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尊海、被告刘虔材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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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1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08民初1389号 李松：本院受理李刚
诉你继承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初138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3号6号楼4门704号房屋归
李刚所有，李刚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向李松支付房屋折价款1164600元；2.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9号楼2门202号房屋归李刚所有，李刚于本判决生效
后 20日内向李松支付房屋折价款 588650元。案件受理费 20579元，由李刚负担
17149元，已缴纳440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李松负担3430元，
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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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304民初4335号 周世威：本院
受理原告易新福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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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六十七条、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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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
为本院庭审管理中心，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KHAMKHOUN SOUNDALA（身份证件号：
P1691404）：本院受理原告蒋根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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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佐藤登（身份证件号：TG8310461）：本院受理原告
唐开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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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伟健：本院对上诉人林乐与被上诉人刘伟健、
李文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3民终62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THAMMAVONG KHEMMANY（护照号码：
P1675849）：本院受理原告邢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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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MIMY VONGSAVANH（护照号码：P1708858）：本
院受理原告徐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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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POP VANSAPHA（身份证件号：P1747703）：本院
受理原告于戴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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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VIENGXAY PHENGTHONGDY（身份证件号：
P1759038）：本院受理原告朱立青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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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鄂0102民初6483号 徐楼九：本院受理
的原告梁玉珍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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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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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英虬：本院受理原告饶娜与被告黄英虬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
告婚姻关系；2.依法判令婚生女黄善仪由原告抚养，由被告每月支付1000元抚养
费直至女儿独立生活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卡（BARELLI LUCA）：本院受理原告
杨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民初字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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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祝红：原告韦兴华与被告林启红、高祝
红、江苏晟佳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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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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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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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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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郭越与被告NA YEONG PYO离
婚。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150元，被告负担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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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HEONG HOCK（章金福）：本院受理原告闫
晓 毅 诉 北 京 岳 泰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星 城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董 晓 保 、
CHEONG HOCK（章金福）、北京浦洋伟业广告有限公司、泰远嘉业（北京）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通知、民事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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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HEONG HOCK（章金福）：本院受理原告董
晓 保 诉 北 京 岳 泰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星 城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闫 晓 毅 、
CHEONG HOCK（章金福）、北京浦洋伟业广告有限公司、泰远嘉业（北京）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通知、民事诉讼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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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沪0151民初11559号 香港柏添投资有限
公司（PARTIM INVESTMENTS LIMITED）：本院受理上海昱创建筑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诉香港柏添投资有限公司（PARTIM INVESTMENTS LIMITED）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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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7）京04民初11号 孔春琼（KONG，
CHUNQIONG）：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潞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聚真楼茶业（深
圳）有限公司及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
京 04民初 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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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果然：原告许震宇与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8民初45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
许震宇与刘果然离婚。二、婚生子许家栋由刘果然自行抚养。公告费一千零八十
元，由刘果然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刘果然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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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Xiao zhen lin：本院受理原告钟晓明与被告Xiao
zhen lin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
求：依法判令原告、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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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庞各庄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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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文：原告高树成、邵红艳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
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高树成、
邵红艳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高树成、邵红艳死亡赔偿金
432500 元、丧葬费 46238.50 元、交通费 76551.48 元，处理事故发生的费用 361124
元及精神抚慰金20万元，合计1116413.9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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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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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伊檬：原告杜桂芝诉吴瑞棠、吴瑞敏、吴瑞金、吴
立新、吴晓晶、杨华丽、夏双、吴雨轩、吴捷与你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郭文成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刘丽学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杜桂芝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
认各继承人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静园19号楼2门2层13号房屋的使用
权份额，并进行分割；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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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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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法
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聪：原告黄健诉你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黄健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
法判令原告继承位于北京市海定区高梁桥斜街 13号院 31号楼 6层 7号的房屋。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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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本院）西1-15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京：原告王方灵诉你及王生林继承纠纷一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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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继承王奎家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定区
北三环中路77号13号楼1门101号房屋属于王奎家的部分；2.依法判令王奎家名
下的位于北京市海定区北三环中路77号13号楼1门101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
按照继承份额支付二被告房屋折价款；3.案件受理费由原被告负担）、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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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本院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粵 0105 民初 2651 号 刘穗君（女，
1970年 10月 2日出生，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H01282680）：本院受理原
告林海燕诉被告刘穗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一、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偿还欠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
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因本案诉讼产
生的其他一切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
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交换通
知书、开庭传票、财产保全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并于2018年12月21日8时45分在本院第30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届时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并通
过大洋网公告送达法律文书。联系电话：020-830056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105民初4739号
饶寿伍（SU UM NHEU）：本院受理原告刘凤丽(FENG LI LIU)诉被告饶寿伍

（SU UM NHEU）离婚纠纷一案，因被告饶寿伍（SU UM NHEU）（男，1956年8月
22 日 出 生 ，住 139 LEANYER DRV.LEANYER 0812 N.T DARWIN.AUS-
TRALIA，护照：H131447）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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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开庭时间定为举证期满后
的2018年12月31日08时45分，地点为本院审判庭第30法庭，如届时你未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并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特此公告。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柏新：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行与你及杨樊、武汉世纪华宇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件，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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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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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7民初54
号 孙元隆：原告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被告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
司、钦州市永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维彬、陈春玲、孙元隆、周荣玲、吴锦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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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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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7民初55
号 孙元隆：原告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被告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
司、钦州市永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维彬、陈春玲、孙元隆、周荣玲、吴锦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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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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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621 民初 4112 号 王忠明：本院受理

（2018）苏0621民初4112号陶照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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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新区法庭开庭（海安市长江西路166号）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李莉：本院受理吴石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032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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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日本丸仲贸易株式会社、望月通男：本院受理
原告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洋园区支行诉你们清算责任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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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末菅定男：原告刘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辽 0203 民初 324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 04民初 112号 Zola Group Limited：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地址确认
书、证据材料、保全裁定书、保全权利义务通知书、保全清单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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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7日14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