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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激发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发挥我国
人力人才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等综合优势，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
应用机制，大力培育专业精神，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一个充满活力和干
劲的创新中国，为海归施展抱负、发挥才智提供了广阔舞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留学人员归国创新创业正逢其时。作为1992年从
德国回国的“老一代”海归，他感慨地说，“现在，国内科研环境在诸多方面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已不明显，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后将大有可为”。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硕果累累，深刻改变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方
式。这其中，海归人才身影频现，成为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一
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也在加速构建，各
地竞相招才引才、筑巢引凤，以期通过优秀人才“引进来”、“留得住”，增强
城市创新活力，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研发应用，这让我倍感振奋。”科大讯飞 AI双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明

说。作为AI领域的行业专家，方明对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提及人工智能深
有感触，他说：“这体现出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新
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非常受鼓舞，回
国之后，我们拥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2003年，从加拿大回国的方明加入了科大讯飞。而今，出自这家公司的
人工智能产品应用正在教育、医疗等行业多点布局。在他看来，今年对人工
智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AI将逐渐转向落地大规模应用，并实现
更多经济效益。今年或许会成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年’和‘腾飞年’。”他说。

产业扶贫 挖掘潜能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同时，也对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了具体部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脱贫攻
坚的具体部署，作为一名从事扶贫工作的海归，我也在思考‘我该怎么
做’。”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青年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亿康佳联科技有限公
司CEO陈海嬿说。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曾留学于俄罗斯的她，在回国后创立了北京亿康佳联
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8 年 6 月加入欧美同学会“海归专家脱贫攻坚服务团”
以来，她曾多次前往深度贫困地区调研。去年，陈海嬿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
县和陇南市文县的中小学、幼儿园捐赠了“智慧教室”教育系统和教育信息
化实验点设备。

新的一年，除了继续做公益捐赠工作之外，陈海嬿还瞄准了产业扶贫。
她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
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她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帮助贫困地区引进技术、
资金等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让贫困地区的优秀农副产品“走出去”，增强贫
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脱贫攻坚离不开产业发展，这是我在多年实践工作中的深切感受。”在
泰国苏兰拉里理工大学获得植物营养学博士学位的李裕荣感慨道。回国后，
李裕荣成为贵州省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专家。2016年，他被派到惠
水县好花红镇担任科技副镇长，服务“三农”发展。

找准产业机会，李裕荣把当地特色农产品佛手瓜作为深石漠化喀斯特山
区好花红镇以及附近几个乡镇的主要产业，扩大种植面积，大力推广“菜-
瓜-菌-蜂”蔬菜产业科技扶贫“321”模式，并联合蔬菜、食用菌和食品加工
博士团及特派专家团队进行产品深加工，组建食品加工厂，开发佛手瓜面条

等，延伸产业链。
李裕荣表示，今后他将根据贵州省“一县一业”的指导思想，重点打造

佛手瓜产业，按照“产-供-销-加”的思路做大做强，帮助当地百姓真正脱
贫致富奔小康。

优化服务 搭建平台

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出要优化归国留学人员服务，释放了政策红利的
信号。

北京理工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郑云，从事海归创业的相关服务工作已十
余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感触颇深，海外学子归国创业受到国家的高
度重视，使他觉得干劲十足。“我们工作在服务于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第
一线，国家一直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会
迈上新的台阶。”郑云说。

海归是北京理工留学人员创业园中的创业主体。留创园为海归提供平
台，创业者可以在其中得到资金、场地、技术、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

郑云表示，2018年留创园举办了几十场不同类型的活动，从多方面着手
为海归创设更为良好的创业环境。一是凭借自身平台优势，引进投资机构，
为园中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面对面对接的机会，帮助创业者寻找到资金支
持。二是对接社会资源，为归国留学人员创业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支持。三
是陪同企业赶赴外地考察市场，引导企业与地方政府对接，争取政策优惠。
与此同时，除了举办活动以外，留创园还会借助相关展会，协助企业打开市
场，提高品牌知名度，并收集市场反馈的信息，为企业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
供参考。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要进一步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我们也会
全力做好‘服务者’的工作，加强与社会资源的对接，让企业机会更多、底
气更足。”郑云说。今年，留创园将开展更多专业性更强的活动，并加强产业
链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我们地处中关村，以3D打印产品为例，周围有很多
产业链相关的企业，但彼此之间联系并不紧密，产业链上下游体系还不成
熟。我们计划通过举办更多活动，来加强企业间产品的联系和技术流动，更
好地服务归国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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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奔跑
海归追梦新征程

孙亚慧 陈雨兵 于 涵

三月，春意盎然，暖意融融。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在京闭幕。每年的两会，沉甸甸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成
为众多海归人才关注的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创

新引领发展、脱贫攻坚、优化归国留学人员服务等多方面内
容引发海归热议。他们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聚智聚力，
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到创新创业实践中，
拥抱中国机遇，努力奔跑追梦。

李裕荣 （中） 是泰国苏兰拉里理工大学的植物营养学
博士。回国后，他被派到惠水县好花红镇担任科技副镇
长。任职期间，他帮助好花红镇发展佛手瓜产业，助力产
业扶贫。图为李裕荣和镇扶贫工作队干部考察佛手瓜架下

“黔白5号”大白菜上市前状况。

2018年12月，陈海嬿 （后排右三） 赴甘肃省陇南市文县
范坝小学进行扶贫，捐赠智慧教室装备。图为捐赠现场。

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雄：本院受理谭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7月2日上
午9时在本院景阳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万宝（身份证号：370611196305260034）：
本院受理原告王英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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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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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清洋人民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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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鲁0602执2350号 凯特塑胶有限公
司：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烟台安成经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因你公司不在原地址办公，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本院的法律文书，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602执2350号失信决定书（将凯特塑胶有限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失信期
限为2年）、限制消费令（限制你公司及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VIJAY/R.VORA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
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和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UYEN QUYEN：本院受理李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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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1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PETER POPELKA（护照号码
37512581）：本院受理原告戴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皖0222民初10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准
予原告戴燕与你离婚。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3800元，合计4000元（原告已预
交），由原告戴燕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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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姜文韵、林家立：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市江岸区薇
缔婚礼策划工作室诉被告姜文韵、林家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鄂01民初42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原告支付合同欠款人民币82504元及利息（以人民币8250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利率自2015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157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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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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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京 0101 民初 120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2018）京0101民初1201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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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淑萍：本院已受理你与原告和俊荣、原告和淑
俐、被告和树政继承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决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北5号楼4
单元1号房屋归和淑俐所有，和淑俐依法给予原告和俊荣与被告和树政、和淑萍
补偿，给予每人房屋评估价值的四分之一补偿。2.诉讼费用（包括翻译费用等）由
被告负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证据、合议通知。自公告之日
起，期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层第31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伟：本院受理原告徐晓妍诉被告赵伟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祭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俊安发展有限公司、蔡穗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被告山西平型关铁矿有限公司、被告深
圳汇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本溪俊安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满孚实业有
限公司、被告俊安发展有限公司、被告蔡穗新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京民初
77号。现依法向你几方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服务
告知书、起诉状、证据、保全通知书、保全清单、诉讼须知、法人证明书、授权委托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定于2019年8月5日上午9时在
本院交换证据，定于2019年8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质证，定于2019年8月7日上午
9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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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侨国际有限公司（OCEAN KIND INTERNA-
TIONAL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中俊骏业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塑力线缆
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中商投塑力（贵州）实业有限公司、被告天津国瑞创展置业有限
公司、被告赵军屹、被告韩怡秋、被告富源集团有限公司（FORDWIN HOLD-
INGS LIMITED）、被告凯侨国际有限公司（OCEAN KIND INTERNATIONAL
LIMITED）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原告中俊骏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撤回对被告富源
集团有限公司（FORDWIN HOLDINGS LIMITED）、被告凯侨国际有限公司

（OCEAN KIND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起诉，本院已准许。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本院（2018）京民初78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
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院（2018）京民初78号民事裁定书（部分撤诉）及本
院（2018）京民初78号民事裁定书（部分解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诉李军、第三人北京亚之杰
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军、李福珍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

（2017）京0108民初3353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陈红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请求：
1.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3353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第二页，并依法改判为第三人将李善荣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1.1条及8.5条款代
被上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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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变更
为归陈红所有，并由第三人协助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
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
上诉状副本，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忻（LI XIN）：本院受理原告刘鸿诉汪淼、李忻继
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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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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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桥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 0621民初 1129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告
金国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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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 0621民初 1131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告
范从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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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亚丁：原告刘恩桂、丁若丁诉你继承纠纷一案，
其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6号楼5层506号房屋，判令
上述房屋归丁若丁所有，由丁若丁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2.刘恩桂、丁亚丁协助
丁若丁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的三十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1-13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连友：原告赵丹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原告赵丹梅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与高连友离婚。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孙婉仪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组
成合议庭，书记员孟盼盼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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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东
2-1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朴圣珉（PARK SUNGMIN）：原告文雯诉被告朴
圣珉（PARK SUNG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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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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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东2-19
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毅：本院受理原告李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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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30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7月2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
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GOROKHOVA LIUBOV：本院受理原告孙玮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86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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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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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骆健文（中国香港籍，身份证号码G612498137）：原
告周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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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世迁：原告侯鹏、王娟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授权委托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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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JO CHI（赵弛）：本院受理原告林灵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16）黔0115民初236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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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心彤（HU SANDRA XINTONG，美国护照号
码：441505651）：原告汤凯诉你及第三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6民初764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方庄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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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兴旺、陈瑶：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华融两江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景德镇瑶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鄱阳县徳翰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德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吴兴旺、被告陈瑶、被告北京斯惟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南方金润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诉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交换证据传票、证据交换（质证）传票、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7月2日上午
10时到本院交换证据；于 2019年 7月 4日上午 9：30到本院第十五法庭证据交换

（质证），于2019年7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YIXIN GAO：本院受理原告张蕊诉你及被告北京
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告徐光宇居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京0105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
奥运村法庭第六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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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号 乔恺浩（KIU，
HOI HO）：本院受理原告王俊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18）京04民初532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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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献文：本院受理原告王薇薇、宋一楠诉你遗嘱继
承纠纷一案，原告王薇薇、宋一楠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

大街37号5号楼3-301号房屋归原告王薇薇所有；2.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星河苑 1 号院 15 号楼 1-302 号房屋归原告王薇薇所有；3.依法判令车牌号为京
N1S325的东风标致牌小型轿车归原告宋一楠所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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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5日上
午9时在本院北区三层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公告 努尔加马丽·阿不都木汗：本院受理原
告艾尔肯·卡比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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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春琼（KONG，CHUN QIONG）：原告中国华
贸工经有限公司与被告聚真楼茶业（深圳）有限公司、被告孔春琼（KONG
CHUN QIONG）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 民初
82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人民法庭涉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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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若男：本院对原告刘彦与被告刘若男共有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1376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宅胡同二、北长街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五
号房屋由原告刘彦、被告刘若男按份共有，各占有六分之一的份额。自公告之日
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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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燕伊：本院对原告吴予康、吴令瑜、吴南展、吴卫
邻、吴令风、吴达真、吴令茵与被告吴燕伊、吴杰为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325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来本院南磨房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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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霞（HAI XIA LI）：本院受理
原告童雪松（TONG AARON XUE SONG）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5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个月内来本院双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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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渝 0118 民初 9319 号 LEE WAI MENG：
本院受理原告吴修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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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
求：1.要求判决与被告离婚。2.判决双方子女随女方一起生活。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9年10月30日9时30分在永川区法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19年2月1日

送达公告

上城区断河头30号301室房屋产权人黄晓霞（亡）的相关权利人：

本单位受理的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提请对断河头30号301

室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一案，现已作出决定。特向你公告送达杭上政征补

字（2019）第4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内容如下：

一、对被征收房屋实行产权调换。房屋征收部门提供 1.杭州市下城

区朝晖四区 28幢 1单元 702室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60.87平方米，评估价值

为 1767847 元的住宅房屋一套；2.杭州市江干区新安铭苑 5 幢 3 单元 602 室

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90.05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2746525 元的住宅房屋一

套。安置房屋与被征收房屋按新旧评估报告结算差价。

二、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装饰装修按评估公司评估的 33588元进行补

偿，并按相关规定标准发放搬家补助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含电话移机 158

元/户、有线电视 330 元/户、空调移机 300 元/只×4 只、峰谷电表 100 元/

户，其他按照征收时的收费标准予以补偿，具体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

准）。上述全部款项待被征收房屋产权明确后，由产权人予以领取。

三、被征收人享受房屋按期签约搬迁的奖励与优惠政策。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7日内，凭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书原件来杭州市上

城区建国南路 147 号（小营街道办事处），领取该征收补偿决定，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杭

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6日

送达公告

上城区断河头30号201室房屋产权人黄晓霞（亡）的相关权利人：

本单位受理的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提请对断河头30号201

室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一案，现已作出决定。特向你公告送达杭上政征补

字（2019）第5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内容如下：

一、对被征收房屋实行产权调换。房屋征收部门提供 1.杭州市下城

区朝晖四区 28幢 1单元 602室的房屋，建筑面积 60.87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1804004 元的住宅房屋一处；2.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四区 3 幢 3 单元 501 室的

房屋，建筑面积为 96.33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2860423 元的住宅房屋一处。

安置房屋与被征收房屋按新旧评估报告结算差价。

二、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装饰装修按评估公司评估的 33588元进行补

偿，并按相关规定标准发放搬家补助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含电话移机 158

元/户、有线电视 330 元/户、空调移机 300 元/只×4 只、峰谷电表 100 元/

户，其他按照征收时的收费标准予以补偿，具体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

准）。上述全部款项待被征收房屋产权明确后，由产权人予以领取。

三、被征收人享受房屋按期签约搬迁的奖励与优惠政策。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7日内，凭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书原件来杭州市上

城区建国南路 147 号（小营街道办事处），领取该征收补偿决定，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杭

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6日

The People’s Court of Yong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Announcement

（2017） Y 0118 civil case，first trial，No. 9319

LEE WAI MENG，

This court has handled the case in which Xiuzhen Wu sued

against you for divorce from you，because the relevant legal docu-

ments cannot be delivered to，served on you by adopting any other

means as stipulated by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

public of China， this court hereby serves the Copy of the Bill of

Complaint and Court Summons on you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2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aintiff’s claims：1. Request the court to sentence divorce from

the defendant. 2. Sentence that the child （children） of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shall live together with the woman。

The aforesaid legal document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rved on you after six months from the day of announcement. The

period for giving an answer to the bill of complaint shall be within

15 days upon expiration of the announcement period. The period

for producing evidence shall be 30 days upon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for giving an answer to the bill of complaint.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case shall come on for trial in the 3rd Court of the People’s

Court of Yongchuan District， from 9：30 am，October 30，2019，

and the case shall be heard by default according to law if you are

late for the trial。

February 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