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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DENNIS MARTIN SLOAT （丹尼斯
马丁 斯洛特）：本院受理原告闫杰（身份证号 132425197706021666）诉你（DEN-
NIS MARTIN SLOAT 身份证件号429678823）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冀0108民初329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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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号：（2018）京04民初425号 陈志成：本院受
理原告台湾电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精诚君龙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
北京君龙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志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涉港澳台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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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月 15日上午 9点 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香港柏添投资有限公司（PARTIM INVEST-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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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沪0151民初115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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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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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燚秋：本院受理陈金梅诉陈永
红和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民
初21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登记在被继承人陈恢桥名下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2楼2407号房屋由原告陈金梅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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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ROBERT MORTON：本院受理原告陈
晓庆（身份证号13010519651008152X）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开原市人民法院公告 生田博文：本院受理原告姜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辽1282民初25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
告与你离婚，诉讼费300.00元及二次公告费4400.00元由原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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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缴纳上诉费用，上诉于辽宁省铁岭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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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岳：本院受理原告杨晓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杨晓芳要求判决：1.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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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曾杰英：本院受理原告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广西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被告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被告刘劲松、
被告曾杰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7）京民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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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趋势科技有限公司、趋势（鄂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上诉人高新投（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公司股
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司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3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旅泉、汪醒初：本院受理原告汪澄诉汪晓初、汪
宇飞、汪旅泉、汪醒初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满 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一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南区）第1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VO THI PHUONG THAO（武氏芳草）：本院受理
原告余常垚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闽0427
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予余常垚与武氏芳草离婚。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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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明明：本院受理原告冯冀柏诉冯明明、冯栗、Mi-
chelle Xiao Feng 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京0101民初98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法院（南区）民事审判第八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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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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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KWAK NOHHYUN（中文名：郭努贤，护照号：
CP0017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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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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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
院奥运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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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LESAI MOBILE
HK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英文名：SINO FAIT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诉被告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
司、被告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LESAI MOBILE HK LIMITED）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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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日上午
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CHUC LINH（译：阮祝玲 越南国籍），
身份证号码C1294392：原告杨心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渝0109民初70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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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冠中、徐冠宇、徐冠君：本院受理的徐冠中、徐
冠新、徐冠荣、徐冠华、徐冠燕、徐冠友与你三人、吴培德、许纯钢、许纯元、张欣、
张俭、徐安琪、徐冠辉、徐冠耀、徐文京、徐长宝、徐玫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京02民终82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三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冠中、徐冠宇、徐冠君：本院受理的徐冠中、徐
冠新、徐冠荣、徐冠华、徐冠燕、徐冠友与你三人、吴培德、许纯钢、许纯元、张欣、
张俭、徐安琪、徐冠辉、徐冠耀、徐文京、徐长宝、徐玫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京02民终82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三人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简德才：原告陈传席诉被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被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你为案件第三人
参加诉讼，因你与涉案争议存在利害关系，故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江洲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杨兰莹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停止出版、发行及销售《沧海之
后》，在腾讯新闻、搜狐网、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雅昌艺术、今日头条、人民网、
光明网、澎湃新闻等十家网站连续一年发表经原告修改的道歉文章，在天津的

《中国书画报》、《美术报》（杭州）、《美术》、《光明日报》、《中国美术报》、《中国文化
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书法》、《美术观察》、《中国人民法院报》等十家以
上报刊连续一年（每月一次）发表经原告修改的道歉文章，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
公证费2080元）、参加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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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参加诉讼通知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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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关村
法庭（新海大厦）第九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木和彦（日本籍）：本院对原告曹立娟诉
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吉 0104 民初
1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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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上诉
人曹立娟就（2016）吉0104民初1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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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泳律（大韩民国人，护照号码
NW1195383）：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丛林缝制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和被告烟台丛林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原告诉请要求：一、确认登记在金泳律名下的烟台丛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5%的
股份归原告所有；二、二被告将前述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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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0222民初18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一、准予原告邢芳与被告THAMMAVONG KHEMMANY离婚；
二、驳回原告邢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 元、公告费 3800 元，合计
4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邢芳承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该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公告 Falceanu Dan（国籍：加拿大）：本院
受理原告周佳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叠民初字第7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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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国化纤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红岭创投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被告你公司、被告河北
智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被告赵兵、被告张永录、被告河北光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2017）鄂民初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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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LIJIAWANG（王丽佳）：本院受理居益敏诉你法定
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585民初4089号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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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籍，住139 LEANYER DRV. LEANYER 0812 N.T DAR-
WIN.AUSTRA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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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粵
0105民初473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一份，判决主要内容如下：准予原告刘凤
丽与被告饶寿伍离婚。本案诉讼费5852元（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552元），由原
告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自公告期满之
次日起30日内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上诉，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Nicola Rivelli：本院对北京赞美组装饰艺术有限公
司与Nicola Rivelli展览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年朝
民（商）初字第64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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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126民初3798号之一 张静盘（台
湾身份证号码Y120250382）：本院受理莫少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经依法
作出判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桂0126民初3798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缺席判决：准予原告莫少兰与被告张静盘离婚。案件受
理费50元，由原告莫少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向本院或者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

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浩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深圳市芭田生态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汤咏梅、曾庆贵、浩伦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
出（2017）鄂民终3242号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
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浩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汤咏梅、上诉人深圳
市芭田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浩伦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18）鄂民终399号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
为送达。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211民初6939号 孙怡婧：本院
受理祝惠囡诉你与巢瑾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01民初14886号 钱华园：本院受理尚
婉如诉你与钱华懋、钱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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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美爱：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诉被告邹堃、邹忠祥、骆红、黄美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鄂武汉中民外初字第00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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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TINTHONGSAY MOUK-
DALINH（护照号码 P1697540）：本院受理原告唐于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皖0222民初27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
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准予原告唐于娣与被告 TINTHONGSAY MOUK-
DALINH离婚。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3800元，合计4000元（原告已预交），由
原告唐于娣承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KUOJEN HSIA：本院受理原告刘淇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陕0111民初0154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刘淇与被告 KUOJEN HSIA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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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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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4民初556号 陈承佑：本院受理原告
梁嘉航与被告陈承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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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
4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公 告
（2018）苏01强清16号

根据申请人黄进专的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裁定受理江苏致臻雍福会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福会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雍福会公司的债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南京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68

号润和创智产业中心 C 幢 7 楼；联系人：王静；电话：13584057807）。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债权人补

充申报的债权，可以在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雍福会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江苏致臻雍福会餐饮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1月9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罚款催告书

王仕宏：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51 号）决定对你处以罚款

1000000 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

规定缴纳罚款。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缴清罚款。罚款

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证监会稽查局备案（传

真：010-88060041）。 逾期不缴，我会将依照《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

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档案。你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7）浙72民初1400号之一

联合信贷租赁股份公司（UNICREDIT LEASING S.P.A.）、梅迪奥克

莱帝托股份公司（MEDIOCREDITO ITALIANO S.P.A.）、柳珊瑚航运

有限公司（GORGONIA DI NAVIGAZIONE S.R.L.）：本院受理原告舟

山中天重工有限公司与被告联合信贷租赁股份公司、梅迪奥克莱帝

托股份公司、柳珊瑚航运有限公司、上海鲁顾船务有限公司船舶修

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四被告支付船舶靠泊等服务费用

5972545 美元及利息，并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PRIMROSE”轮享有

留置权。因被告联合信贷租赁股份公司、梅迪奥克莱帝托股份公

司、柳珊瑚航运有限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扣押船舶民事裁定书及

命令、拍卖船舶民事裁定书、拍卖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9 时 15 分于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2019年1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9）浙72民特7号

申请人艾灵顿航运私人有限公司（ELLINGTON SHIPPING PTE.

LTD.）于 2019年 1月 4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

称：2018 年 12 月 24 日，申请人所属的“ELLINGTON”轮在嘉兴海域与“EL

ZORRO”轮发生碰撞，该事故造成“ELLINGTON”轮及“EL ZORRO”轮

船体不同程度受损，并造成溢油事故。“ELLINGTON”轮船籍港新加坡，

17235 总吨，钢质液化石油气船，从事国际各港间货物运输，申请人作为

“ELLINGTON”轮的船舶所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特申请设立数额为 2961745 特别提款权及其

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

金。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艾灵顿航运私人有限公司（ELLINGTON

SHIPPING PTE. LTD.）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

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

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

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

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

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特此公告。

附：本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会展路727号 邮政编码：315000

联系人：张辉 吕辉志 电话号码：0574-89285073

2019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