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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养老，提升幸福感

——养老嵌入社区，老人无需离开熟悉的

地方即可享受专业养老服务

“这个地方特别好，我感觉像家一样。”在位于北京市
昌平区的诚和敬养老驿站内，林访老人笑着说。

林访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平日里子女都不在身边，
只有周六日会来探望。在这家养老驿站开办之前，老人的
生活多有不便。“做饭做菜就是个大难题，要跑老远去买
菜，回来还得自己做，太麻烦了！”自从这家养老驿站开办
后，老人总算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王远远老人也是这家养老驿站的“常客”，她对于养老
驿站的最大感受是：“生活变得方便了。我要是有个什么
病，家里女儿又不在，我可以找他们，一个电话他们就陪我
去医院了。”

驿站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来我们这里的很多都是
像林访、王远远这样的老人，他们大都选择居家养老，但是
子女要上班，需要外部力量支援，这个工作就由我们养老
驿站来做。”

“我父亲之前都是一个人在家，但自从前阵子在家摔
了一跤后，身边就离不开人了。刚开始，我和丈夫轮流请假
在家照顾他，但这样终究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家住北京市
海淀区的李女士对笔者说，后来听说了社区养老驿站，试
着去找了找，没想到在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就有这样一个驿
站。“现在，工作日期间父亲就住在养老驿站里，周末接回
家。老人得到了更专业的照料，还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新朋
友，他高兴我们也高兴。”

专家指出，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加，很多老人需要得到
专业的照护。但是，一些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
环境去养老院。社区养老驿站恰好可以嵌入在院子或社区
里，将日托、全托、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引入院子或社区，
老人不离熟悉地，更重要的是挨着儿女，他们随时可以来

看望老人，这种养老方式让老人们很喜欢。

“小而精”，受欢迎

——到2020年，北京将至少建成1000家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

面对巨大的需求，社区养老驿站在全国范围内正加快
发展。诚和敬养老驿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北京有近 70
家诚和敬养老驿站在运营，驿站除了提供日间照料和老人
就餐之外，还提供一系列上门服务，如助浴、助洁、理发、上
门剪指甲、陪同老人就医等。针对在家养老的老人，驿站正
在打造“15分钟生活圈”，保证老人有需求的时候，15分钟
能够赶到老人家中。

类似的社区养老驿站在北京还有很多。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的三里屯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闹中取静”，隐藏在繁华的三

里屯中心地带。这个由一家火锅店改建而成的养老驿站，成立
于2014年，目前已辐射三里屯街道7个社区的近1.4万名老
人，其中80岁以上的有4000人，失能老人有400多人。

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全市建成并运
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182 家。到 2020 年，北京市将至少建
成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不止北京，近几年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在建设养老
服务体系的探索中，也都对这种建在社区里“小而精”的养
老服务机构情有独钟。

上海市在每个街道建立“嵌入式”为老服务机构，由政
府免费提供场地并制订指导价，以普惠的价格为社区老年
人提供日托、全托、康复、护理等一站式养老服务，社区老
人可以根据身体评估情况选择服务方式。70多岁的徐秋水
前不久骨折，经过评估，他可以短期入住社区里的养老服
务机构，每月4000多元就解决了全天照护的问题。

成都市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养老

驿站越来越受欢迎。在郫都区郫筒镇一个安置小区里。一
栋三层楼的建筑便是郫都区建立的第一家社区养老驿站。
一楼是日间照料中心，二楼、三楼是老人入住房间。郫都区
民政局介绍，到 2018年底，全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总数达
到133个，设施覆盖率达到70%。

期待顺利进社区

——部分养老驿站因占用社区场地受到

抵制；成本高、利润薄影响持续运营

快速发展的同时，社区养老驿站也面临不少挑战。近
年来，小区建托老所遭抵制的情况在全国多地时有发生。
前不久，因小区业主的反对，兰州市民宋妮妮在当地曦华
源小区创办的七里河区爱心托老所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扩
大经营的打算。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指出，类似现象
反映了部分人认识上的不足。相关政府部门今后要加大老
龄社会的国情教育，特别是社区老龄服务的重要性、必要
性、紧迫性等进行教育，给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营造好
的氛围。同时，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在兴办之前做好解释
工作，尽量征得群众的同意，“让大家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干
的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闽钢分析，社区养老遭
到一些居民抵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社区公共空
间不足的问题。在今后社区建设中，一是要通盘考虑社区
养老服务场所和设施建设，一起设计一起施工；二是发展
智慧化社区养老，全面提高社区养老质量，增强社区养老
的获得感。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落实新建住宅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对老旧小区和纳入特困供养等范围的老年人家庭开展适
老化改造，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老人不愿意消费、养老驿站利润微薄也是目前社区养
老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驿站本身的房租、土地由政府无
偿提供，但是驿站的个性化服务设备采购、维护的成本以
及人员工资、办公费用、水电气热等支出成本较高。而多数
老年人除配餐外的业务，对收费项目基本不愿买单。这导
致部分托老所机构运营困难。

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李玉涛认为，我国养老服务业
尚处在起步阶段，政府要指导和扶持运营商应对市场的压
力，适应精准服务的转型要求。同时，政府要培育和协调多
元服务主体，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参与到为
老服务体系中。同时，也要引导老人树立“花钱买服务”的
消费理念，完善养老驿站运行，推动居家养老发展。

家门口有了养老驿站。在这里，既有家庭医
生、康复理疗，也有营养膳食、日托照料，还为老
年人唱歌跳舞、读书聊天、培养各种兴趣爱好提
供平台和服务。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
市推行社区养老驿站，在各种养老服务形态中
脱颖而出。养老驿站为何受老人欢迎？目前面临
哪些挑战？我们近日进行了探访。

养老，不一定要离家太远。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推动养老机构进社区——

家门口有了“养老驿站驿站””
邱海峰 史若晨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梨树湾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工教老人们做手工。 孙凯芳摄（人民视觉）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JIELING HU（中文名为胡洁玲）：原告张伟
希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二O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立案受理，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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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粤0307民初110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附判项：准予原告张伟希与JIELING HU（中文名：胡洁玲）离婚。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135号 吴伯宗：本院受理（2018）
京04民初135号原告石振营与被告吴伯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吴伯宗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石振营借款本金 247278.46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自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石振营其他诉讼请求。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该司法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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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53号 YI AN SUN：本院对刘
芳与深圳喙趾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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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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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4民初54号 YI AN SUN：本院对刘
芳与深圳喙趾羽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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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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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 04 民初 416 号 王育智（WANG，
YU-CHIH）：本院受理赵越与你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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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书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赵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判令你承担连带责任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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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417 号 王育智（WANG，
YU-CHIH）：本院受理赵越与你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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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书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赵
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
付利息；判令你承担连带责任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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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2019年7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418 号 王育智（WANG，
YU-CHIH）：本院受理唐艳玲与你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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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书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唐艳玲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
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判令你承担连带责任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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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419 号 王育智（WANG，
YU-CHIH）：本院受理唐艳玲与你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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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书及权利义务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唐艳玲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
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判令你承担连带责任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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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5日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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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0108民
初40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现在马向春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
学17区东6楼3门101号房屋由郑绥宾继承所有。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郑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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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号：（2018）京 04民初 513号 甄百任（YAN，
PAK YAM）、谢凤婵（XIE，FENG CHAN）：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诉北京信美信木制品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
京04民初513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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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证据材料、司法公开告知书、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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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4日9点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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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FANG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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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京0105民初60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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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 0101 民初 5868 号
BACK HYO WOON（白孝云）：本院受理原告武继东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1民初5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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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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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隆：本院受理原告王霞与你继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2民初7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继承人王春辉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奖胡同6号房号分别为2、9的房屋中享
有的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由原告王霞及被告陈淑梅、王红、王玲、王磊、葛际
斋、葛岳阳、王慧民、王学隆继承，其中原告王霞享有该处房屋 1/30 的所有权份

额，被告王玲享有该处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王红享有该处房屋1/30的所
有权份额，被告王磊享有该处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葛际斋享有该处房屋
1/9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葛岳阳享有该处房屋1/9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陈淑梅享
有该处房屋1/90的所有权份额，被告王慧民享有该处房屋1/6的所有权份额，被
告王学隆享有该处房屋1/6的所有权份额。二、驳回原告王霞其他诉讼请求。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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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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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斌（香港）：本院受理原告黄志
维，吴明峻诉被告陈振铭、第三人李燕平、尹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桂0603民初1071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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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2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SPENCER BRANDON LEE（布兰登·李·斯奔塞）：
本院受理原告尹桂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冀0921民初
16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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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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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艳：本院受理原告郭佳与被告陈文、陈武及第三人
程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陈文就(2017)京0101民初7432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
达。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铮：本院对刘珊珊与徐铮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2 民初 82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驳回刘珊珊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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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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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小平：本院对原告杜降梅诉被告郝政平、被告郝江
平、被告郝小平、被告郝际军遗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京0105民初17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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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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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剑文：本院受理原告高树成、邵红艳诉被告叶剑
文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海民初字200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叶剑文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赔偿原告高树
成、原告邵红艳丧葬费32365.20元，死亡赔偿金302750元，精神抚慰金35000元；
2.驳回原告高树成、邵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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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费 2400 元（原告邵红艳、高树成
已预交），由原告高树成、原告邵红艳负担 720元，已交纳；被告叶剑文负担 168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6848 元（原告高树成、原告邵红
艳已预交），由原告高树成、原告邵红艳负担 992.72 元，已交纳；被告叶剑文负
担 585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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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该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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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Harry Hai Wang（王海）：本院受理原告宋虹与
Jennie Louie（王雁）、Harry Hai Wang（王海）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西民初字第 275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继承人王志泰名下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二区18号楼4-201号房屋（房产证号：京
房权证西私字第 35770号，建筑面积：103.10平方米）归原告宋虹所有；王志泰名
下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79号楼40101号房屋（房产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
35946号，建筑面积：83.30平方米）归原告宋虹所有；原告宋虹、王志泰名下上海市
杨浦区浣纱三村 71 号 802 号房屋（房地产权证号：沪房地杨字（2004）第 003125
号，建筑面积：99.76平方米）归原告宋虹所有。二、被继承人王志泰名下中国工商
银 行 账 号 为 0200214302030644975* 的 储 蓄 存 单 本 金 34000 元 、账 号 为
0200214302030765903*的储蓄存单本金 50000 元、账号为 0200214302030763797*
的储蓄存单本金 60000 元、账号为 0200214302030762372*的储蓄存单本金 55000
元 、账 号 为 0200214302030766007* 的 储 蓄 存 单 本 金 186000 元 、账 号 为
0200218007000105125*的国债收款凭证本金7000元、账号为000111000170020370
的债券存折本金247500元（2012年11月10日买入85500元，2014年7月10日买入
47000元，2014年8月10日买入115000元），天津银行账号为308001010600003326
的储蓄存单本金 25000 元，北京银行账号为 1404050002842786 的国债收款凭
证本金 43000 元，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为 50000000000140433214 的个人定期存
单本金 30000 元、账号为 50000000000052655932 的个人定期存单本金 45000 元、
账 号 为 50000000000122567203 的 个 人 定 期 存 单 本 金 46000 元 、账 号 为
50000000000091026028 的 个 人 定 期 存 单 本 金 59000 元 、账 号 为
52310136000000031664的国债收款凭证本金29500元，上述储蓄本金及相应利息
归原告宋虹所有；原告宋虹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为0123014490025392的个人
定 期 存 单 本 金 69500 元（原 告 宋 虹 已 支 取），中 国 民 生 银 行 客 户 账 号 为
4155990132821791 的账户内有活期储蓄余额 6045.50 元、整存整取储蓄 250000
元、整存整取储蓄200000元、客户账号为4720670100015610的账户内有整存整取
储蓄45000元、整存整取储蓄277000元、整存整取储蓄93000元，天津银行账号为
308001010600003207的储蓄存单本金38200元、账号为308001010600003275的储
蓄存单本金33000元，上述储蓄本金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宋虹所有。三、被继承人
王志泰名下车牌号为京ER0701的神龙-富康DC7160AXC牌小轿车（发动机号：
0033747，车架号：LDC241E27Y0000288）归原告宋虹所有。案件受理费七万五千
八百九十七元，由原告宋虹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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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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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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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1民初7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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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该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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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斯特发·莫索夫（MUSTAFA MOSAVI）：本院受
理原告高成绪与被告马斯特发·莫索夫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2民初12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高成绪
与被告马斯特发·莫索夫离婚；二、双方之子高存仁、高存礼，双方之女高存智由
原告高成绪自行抚养。案件受理费150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原告高
成绪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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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材坤：本院受理原告柏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1082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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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川1102民初4713号 林锦堆：本院
受理彭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川
1102民初4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彭静与被告林锦堆离婚。在
本判决未生效前原、被告不得另行结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川0107民初11831号 陈运
生：本院受理的（2018）川0107民初11831号原告何华诉被告陈运生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何华请求：一、判决原告何华与被告陈运生离婚；二、婚生子陈思铧由原告何华
抚养。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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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
二十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宝珍：本院受理原告蔡阳青诉你和刘福
喜、刘宝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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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桂0405民初898号 袁满
华：本院受理原告黄位兰诉被告袁满华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4日下午15点15分
在本院三楼七号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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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原告梁玉珍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鄂 0102民初 6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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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军、毕萌：原告北京冠城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赵军、毕萌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
审判员蔡玫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李宏
志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付
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137872.96元（欠费期间 1999.1.2-2018.4.30），逾期违约金 3万
元，共计167872.96元，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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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西1-16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ZHENG DANRONG（中文名：郑丹蓉）：本院受
理原告刘佳与 ZHENG DANRONG（中文名：郑丹蓉）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147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刘佳与被告ZHENG DANRONG（中文名：郑丹蓉）离婚。二、双方
之女刘梓歆由原告刘佳自行抚养。案件受理费 150 元，由原告刘佳负担（已交
纳）。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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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晓光：本院受理原告郭玉梅诉你及被告苏晓辉
继承纠纷一案，原告郭玉梅要求判决：1.请求判令原告郭玉梅继承苏明华名下的
建设银行存款（以法院实际查询为准）；2.请求判令原告郭玉梅继承苏明华名下的
吉利美日小轿车（车牌号为京H40855）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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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北区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智星（女，1976 年 4 月 17 日出
生，身份证号130105197604171520）：原告杨熹微诉被告刘智星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172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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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981民初5154号 渡边
雅信：本院受理原告周小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车居室内空气检测治理有限公司、吕
其瑜：本院受理原告姜玉兰诉你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0613民初1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确认原
告姜玉兰不是被告烟台车居室内空气检测治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5490元，合计 5590元，由被告烟台车居室内空气检测治理有限公
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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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106民初24591号 黄英宾：本院
受理的原告花瑞碧诉被告黄英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
粤0106民初24591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被告黄英宾返还原告购房订金6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花瑞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600元，由原告花瑞碧负担17500元，被告
黄英宾负担10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花瑞碧负担3175元，被告黄英
宾负担1825元。公告费3210元，由被告黄英宾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立案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公 告

上海市静安区宝通路561号302室权利人倪式文（故）的继承人、

倪钟明、曹根林、曹坚、倪美娟及或有的其他继承人；中兴路285

弄5号［承租人戴和生（故）］户同住人王文秀：

上述地址的房屋被列入“电影技术厂周边（161.262 街坊）旧

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的征收范围，静安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作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沪

静府房征【2018】2 号）。为了确保上述房屋权利人、承租人、同

住人的权益，请上述房屋权利人、承租人、同住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两周内尽快到“电影技术厂周边（161.262 街坊）”旧城区征收

基地与征收单位联系，洽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逾期我们会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以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方案及相关事

宜通过本基地公示栏予以公告。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通

庵路 506 号，联系人：冷先生，联系电话：021-56710358，工作时

间：周一至周日上午9：00-11：00 下午：13：30-16：30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方案选择告知书及安置房评估报告

送达公告

断河头30号201/301室房屋被征收人黄晓霞（亡）相关权利继承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590 号），《杭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

干意见》（杭政［2011］40 号）等相关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

征收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本级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并针对每处被征收房屋分别提出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

决定方案。因该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已死亡，现特将补偿决定方

案依法告知相关权利人，相关权利人自取得被征收人身份后，即有权

在本补偿决定方案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选择补偿方

式。如你们逾期未取得被征收人身份或未与申请人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且不选择补偿方式的，本机关将在补偿决定中明确被征收房

屋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断河头 30 号 201

室及 301 室的申请书、方案、方案选择告知书及安置房评估报告【1.杭

州市下城区朝晖四区 28 幢 1 单元 602 室（杭地铁 7 号线安评（2018）

0015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2.下城区朝晖四区 3 幢 3 单元 501 室

（杭地铁 7 号线安评（2018）001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3.杭州市下

城区朝晖四区 28 幢 1 单元 702 室（杭地铁 7 号线安评（2018）0016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书》）；4.江干区新安铭苑 5 幢 3 单元 602 室的评估报

告（杭地铁 7号线安评（2018）000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凭相关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书原件来杭州市

上城区上城区建国南路 147号（现场办公室），领取申请书、方案、方案

选择告知书及安置房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2019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