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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一支粉笔，这曾是许多
人学生时代的深刻记忆。现如今，黑板
早已换成投影，完成作业也变成了在线
答题，来不及抄的笔记可以用手机拍下
来，记不清的知识点可以上网查找，还
可以登录校园“云课堂”等在线平台进
行拓展学习……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在
提供便捷学习途径的同时，也引发了社
会焦虑：把知识储存在手机、电脑里能
消化吸收好吗？长时间使用智能设备会
不会产生依赖，误入歧途？其实，从历
史发展看，智人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
能够正确使用工具。所以，正确使用智
能设备，而不被机器“异化”，正是智能
时代，教育必须面对的新命题。

当前一些家长所诟病的重要一点
是：学生更多依赖智能设备记录而不去
消化理解。缺少学后“反刍”，容易消化
不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却不应该
将此归咎为智能设备的使用，相反，智
能设备在辅助记忆、丰富知识细节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问题症结在于一些家长混
淆了“记忆”与“理解”的区别。中国
传统教育极为重视知识的传授，强调记
忆背诵，认为这是创造的前提。“熟读唐
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在以前
或许是正确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
化交流的深入，却未必同样适用。比
如，经历高考的学生的知识量远超亚里
士多德或孔子，却未必都拥有先贤们的
智慧。如果学生仅仅将知识作为信息储
存在大脑里，没有批判精神，缺少深刻理解，那么，无
论是用手机储存还是凭大脑记忆，都无法真正达到学习
的目的。可见，智能设备能够取代的仅仅是信息储存工
作，而将“知识”转变为“智慧”的复杂过程，比如归
纳类比、分析理解，依旧需要学生自己来完成。

因此，现代教育应当更加注重教授知识管理能力，
而不是仅仅传授知识。如果说，在信息匮乏的年代，拥
有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掌握更多知识，那么，在信息泛滥
的时代，知识获取变得极其容易，对知识的管理就显得
尤为重要。一方面，这要求培养学生积极观察各类现
象，形成问题思维导向，熟练掌握检索路径，以顺利获
得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知识的技能；另一方面，还要塑造
学生的一系列现代信息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比如时
间规划能力、信息甄别能力和逻辑构建能力。

无论何时，教育都应当抓住“人”这个最根本、最
活跃的要素。与其探讨技术原罪，不如培养更多适应现
代社会要求的“新人”。在科技发展的大潮中，坚守教育
本位，关注教育主体，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规划
性、自觉性，既是教育的初心，也是教育的根本立足点。

末端配送优势凸显

贾女士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社区经
营一家洗鞋店，去年她开始做起了快递
代收。“小件 1 元，大件 2 元，给大家提
供方便，自己也能挣点钱。”贾女士说，
她并没有加盟快递公司，只是在店门口
摆出了“代收快递”的招牌，很多快递
小哥就常常会把快递存放在她的店里。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
展，快递业务呈高速增长趋势，但快递

末端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却成为快递发
展的瓶颈。快递员送货无人签收、陌生
人上门存在安全隐患、自提柜又有体积
和数量限制……如何提高快递员配送效
率同时保护货物安全，成为急需解决的
问题。如今，像贾女士这样的个体经营
者都开始做起了快递代收的业务。这种
运营模式无需经营成本，同时为快递员
和社区居民带去很多便利，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这种模式的出现有其市场背景。对
快递员而言，由于业务量繁重，每位快

递员每天至少送几百件快递，且经常遇
到客户不在家等情况，所以对他们而
言，社区快递代收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好
方式。对消费者而言，同样解决了许多
痛点：有调查数据显示，72%的消费者无
法在快递员送件时亲自收取，22%的消费
者认为快递员上门签收会造成个人信息
的泄露，还有少数消费者不方便直接与
快递员进行快递的交接。

业内人士认为，社区快递代收可以
让本就有末端配送优势的便利店与居民
产生更多联系。如果以合理的模式运
营，快递企业有望分食社区商业这块大
蛋糕。

规范标准亟待形成

类似于贾女士这种个体自发的服务
模式，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有业内人士
认为，这种服务模式只是快递员个人与
便利店的合作，并无具体规范，一旦快
递包裹丢失，很难找到责任方；同时，
如果快递公司和便利店只是一种松散的
合作关系，对于优化“最后一公里”服
务就没有多大作用。

最近，曹月就发现，快递代收点给
快递小哥提供了便利，却给自己带来
了麻烦。“我家住 6 层，没有电梯，最
近很多快递小哥都会直接把快递放到
代收点，即便自己在家时也不愿意送
上门了。”

目前，大家所熟悉的快递代收模式
主要是便利店代收与快递柜代收，但
是二者各有弊端。快递柜面临大件快
递无法存放、成本较高、住户与快递
柜距离较远等问题，而便利店代收常
常会出现乱收费的现象，安全性也难
以保证。

如何满足消费者对“安全、便捷、
优质服务”的全面诉求？显然，无论何
种代收模式都需要形成规范标准。从法
律角度而言，8月底发布的电商法规定，
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在交付商品时，应

当提示收货人当面查验；交由他人代收
的，应当经收货人同意。

而社区代收收费方面，各社区情况
不一，有的物业公司提供这项服务，有
的则认为这不属于物业服务范围。快递
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认为，可以借
鉴日本的快递末端服务模式：日本不少
小区将快递服务费包含在物业费中。物
业公司不但购买快件箱，还会帮用户代
收生鲜、大件等不适合入箱的快递，并
负责交到收件人手中。

创新打造社区商业

随着快递市场的壮大，越来越多的
商家开始盯上了社区商业模式。

尼尔森和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快递
最后 100 米服务趋势报告》 指出，消费
者的需求催生了代收市场。除了快件箱
代收，还有店面 （驿站） 代收、物业代
收等，代收市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快
递代收如何围绕社区“最后一公里”打
造独特的商业模式？许多业内企业都开
始了不同的尝试。

圆通速递旗下“妈妈驿站”把快递
服务与日常购物结合在一起，既为社区
居民提供快递收寄服务，还能满足消费
者的日常购物需求，建设起“社区一刻
钟生活圈”。如今其线下加盟合作者数量
已经达到1.6万多家。

有一些企业则让第三方服务平台介
入，搭建快递寄件共享平台。比如“小
兵驿站”利用快递代收所带来的流量，
把快递代收、商铺、消费者、平台结合
起来，打造第三方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还有人将目光瞄准了小区里的信报
箱。目前，中邮速递易正在和中国邮政
联手，探索将居民小区里的信报箱升级
成集收包裹、信件、报纸等为一体的智
能信包箱。

“只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才能带动快
递代收长期生存下去。”“小兵驿站”首
席执行官吴何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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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社区服务点：小需求，大市场
本报记者 王 萌

快递社区服务点：小需求，大市场
本报记者 王 萌

上班不在家，没法收快递，这对于网购达人曹月来说是件
麻烦事。近期，她偶然发现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快递代收点。

“这可解决了大麻烦，方便又安全。”曹月对记者说，“不过
‘享受便利，必承其贵’，一件快递得多花2元钱。”

类似这样的快递代收点是一种快递社区服务方式，如今，
很多社区便利店开始做起了快递代收的业务。那么，快递社区
服务点能否为消费者提供便捷可靠服务，妥善解决快递“最后
一公里”问题？

居民正在店里取快递。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居民正在店里取快递居民正在店里取快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端端摄摄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228 号 钟山（ZHONG
SHAN）：本院受理（2018）京 04 民初 228 号原告仝涛诉被告段卫华、被告钟山

（ZHONG SHAN）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请求本院判令二被告立即向
原告偿还本金123.7万元及相应利息，共计233.25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的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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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和45日
内。上述案件定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9点3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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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号 AUSPICIOUS SNOW
INTERNATIONAL LIMITED（瑞雪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与萍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你公司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京04民初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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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
达之日起30日内，有权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民初 339号 WU XIN（吴鑫）：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你及邓哲、香喷喷（北京）食
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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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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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9时3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燕伊：本院受理原告吴予康、吴令瑜、吴南展、吴
卫邻、吴令风、吴达真、吴令茵诉你及吴杰为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磨房法庭第七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ROBERT X YU（中文名于宪）：本院受理于弘诉
ROBERT X YU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依据王笑梅遗嘱继承其名下50%份额的房产（北
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5号楼17层甲门1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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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荞溧：本院受理原告温欣、阿米拉
沙伯尔·温诉你、温国良、冯蔓青、温健、温镇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京0101民初1404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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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官镐：本院受理原告何亚
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决准许何亚娜与你离婚。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6）豫0205民初8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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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璇：本院受理赵斐诉周璇离婚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判令赵奕涵由原告抚养，被告依法支付抚养费至赵奕

涵成年；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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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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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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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 0304 民初 21770 号 TAN SUN
MENG、YEE KA FOOK（中文名余家福）：本院受理原告张颜辉诉被告 TAN
SUN MENG、被告 YEE KA FOOK（中文名余家福）、被告陈构乔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证
据。原告的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2.三被告向原告
连带退还定金10万元；3.三被告向原告连带赔偿违约金30万元；4.诉讼费由三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
间为2019年2月26日9时15分，请你们在开庭前十五分钟到本院庭审管理中心
签到并获取具体开庭地点信息，逾期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友红：本院受理刘期颐、侯爱英诉刘友苏、刘友
民、刘友红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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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南区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8民初40533号 郑沈名、郑燕名：本院
受理原告郑绥宾诉郑嘉名与你二人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根据原告郑绥宾提供的
方式联系你方，但无法与你二人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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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东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郑绥宾的诉讼请求：1.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东6楼3单元101号房屋归郑绥宾所有；2.诉讼费用被告承担。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蓝色之恋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
京瑞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7）京 0101民初 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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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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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硕：原告张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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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请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女儿刘霏璠、儿子刘丰瑞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
抚养费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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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西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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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LEE FARLEY：本院受理原告秦红诉被告
GARY LEE FARLEY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 民初
208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三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

村法庭第八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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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傅金龙：本院依法受理原告赵西杰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民初564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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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答辩期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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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本院受理陈树林诉你与陈刚、陈明法定继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1民初18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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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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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山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书笔：本院受理原告梁焕谋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桂1381民初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许书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梁焕谋50万元并赔偿
资金占用损失（以 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自 2016年 4月 1日起计算至本案
债务清偿之日止）。二、案件受理费 8800元，公告费 4056元，合计 12856元，由被
告许书笔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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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威雄、林日健：本院受理原告龙岩市永定区
永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德泓（福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沈清全、王勤荣、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闽08民
初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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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市百万工贸有限公司、金昌俊：本院受
理姜连君与烟台市百万工贸有限公司、金昌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姜连君
就（2017）鲁0613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上诉人在诉状中主张：1.依法撤销（2017）鲁0613民再2号民事判
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
由被上诉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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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英姬：本院受理原告李龙国诉被告韩英姬（2018）
吉2426民初944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 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安图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选择鉴定机构，定于2019年1月
3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玛司科蕊礼服（上海）有限公司、丁佐勤：本院
受理吴江市四春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
货款849310.8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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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月

22日9时30分在本院203法庭开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桂0126民853号 樊雯燕：本院受
理的原告彭文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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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阳光司法网启用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院定
于2019年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黎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璐：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解放公园支行诉陈爱清、陈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鄂 01 民初 3349-1 号、（2018）鄂 01 民初 3352-2 号两案的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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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璐：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
公园支行诉陈爱清、陈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01
民初3349号、（2018）鄂01民初3352号两案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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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井晓培：本院受理原告付文生诉被告井有泉、井文
泉、胡园燕、冯娟、井晓培赠与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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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区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公 告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14日发布宁秦府征字（2018）5号

文件，对马道街、小西湖等范围内实施秦淮区小西湖地块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项目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上述项目委托我办为房屋

征收部门。坐落在马道街 43号房屋产权人为赵正站等的房屋在本次项

目征收范围内。请该房屋产权人赵辑五、赵贞（正）介、赵正献、赵正珠、

赵田氏、赵贞琛、赵贞璐、赵贞瑶、赵正（贞）珂及法定继承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持本人身份证件及房屋合法权利证明与我办联

系。逾期我办将依据《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秦淮区马道街47号 联系电话：刘雅俊15366032461

房屋征收实施部门：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9月21日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22 日作出青北政发
【2017】86号《征收决定》，对泰山路143、145号零星片改造项目范围
内的合法房屋实施征收，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
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
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相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其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
换。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九十日内到青岛

市市北区泰山路137号1单元2楼房屋征收办公室（联系人：杨刚，
联系电话：13780672961）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该补偿决定，相关房屋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后未搬迁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
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8年9月21日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法公告送达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
（以下简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相关房屋权利
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现催告你们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履
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规定的搬迁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规定，你们收到本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们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
三日内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
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九十日内到青岛市市北区无棣三路
51号（联系人：杨刚，联系电话：+86-532-85858560）领取《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
先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房屋征收强制执行
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房屋征收强制执行

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8年9月21日

序号

1

相关房屋权利人

毛新刚、毛新伟

被征收房屋
地址

青岛市市北
区泰山路

143号307户

补偿决定
书编号

青北补决
字【2018】
235号

货币补偿
金（元）

（货币补
偿方式）

1519484

产权调换房屋、房屋建筑面积区间段/平方米
（房屋补偿方式）

中海寰宇天下
E地块项目

67.96-74.89

中南熙悦项
目

92.81-137.22

宜昌路31号
项目

76.61-109.22

海岸路36
号项目

66.5-102.6

自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不 选
择的，房屋征
收部门提供产
权调换房屋位
置、建筑面积/
平方米

青岛市市北区
海岸路36号4
号楼1单元

1503户，85.79

序号

1

被征收房屋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胶东路8号

相关房屋权利人

赵维坤、赵龙翔、傅守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