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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省西北部，总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
1041万，2018年全市GDP总量6755.23亿元，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30
位，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淮海经济区中心
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为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人才高地，集聚更多高层次人才来徐州创新
创业，现举办“中国·徐州国际英才创业大赛”。大赛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19年4月12日开始报名。
二、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报名网站：“彭城英才网”，网址：http://www.pcyc.gov.cn/；

“赢在徐州”大赛官网,网址：http://www.huaihai.tv/2019yzxz/。
三、参赛对象
有意到徐州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创业人才一般应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教育部认定的海外学士学位及本科
学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创业人才应有较强创业愿望，拥有与创业领域产品、技术相关的自

主知识产权或关键技术，无知识产权纠纷。
2.创业项目应符合徐州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围绕装备与智能制造、新

能源、集成电路与ICT、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新兴主导产业。
3.创业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潜在经济效益，易于形成高新

技术产业的新兴成果。
4.参赛者应为项目（团队）主要负责人，有创业经验或相关工作经历的

优先。
四、赛制安排
大赛分为分站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通过项目路演，每个分站赛产生5名

左右选手进入决赛。决赛在徐州举办，通过评审答辩产生最终获奖选手。
五、奖项设置
奖项设置分为国内组和国际组两个组别，各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0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1万元的
奖励。

获奖项目6个月内落户徐州的，按照《关于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人才
高地的意见》及有关配套细则的规定兑现人才政策。

受邀参加分站赛的人才，大赛组委会实报实销往返交通费用（团队不
超过3人），并免费提供赛事期间的食宿。受邀参加决赛的人才，大赛组委
会给予交通补助（团队1位代表），并免费为参赛人才（团队不超过3人）提
供在徐州参赛期间的食宿。

六、联系方式
组委会办公地址：徐州市云龙区元和路市行政中心东综合楼 B606

室，徐州市双创大赛办，邮编：221000。
联系电话：0516—80801731，0516—83207836
E-mail：yzxz201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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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 2016年 12月 16日发布《关
于南中轴路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
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因日前在
对部分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尚未履行协议的被征收人及
相关第三人送达《履行征收补偿协议交房义务决定书》的过
程中无法取得联系，现依法进行公告送达，请下列被征收人
及相关第三人（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领取生效
协议及相关文书的事宜。若原签订协议的被征收人已故，
请该被征收人的继承权人与我单位联系办理上述事宜。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关月媛、纪耀辉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甲17号
电 话：010-67193997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2016年1
月20日发布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
于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范围内房屋征
收的决定》，东城区人民政府对天坛南里及
天坛西里部分简易楼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
施征收。因征收范围内坐落于天坛南里西
区11号楼2单元307号房屋的第三人无法
联系，现对上述房屋的《履行征收补偿决定
腾房义务决定书》进行公告送达，请该承租
房屋的户籍在册人员崔秀芝、高宇、李梓苑、
崔秀巧、刘洋、崔秀朵、王德全共7人与我单
位办理领取上述文书事宜。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征收补偿决定视为送达。

联系人：张启东 张晓欣
地 址：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

21号
电 话：010-64047711-3072/304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12:00 下午14:00—17: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
内房屋征收的决定》，对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现因在对征收范围内部分房屋
所有权人、承租人送达《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过程中无法取得联系，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涉及下列房屋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征收补偿决定》进行公告送达，请下列人员（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办理领取相关文书事宜。若原
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已故，请相关权利人（私房产权人的全体合法继承人；有权申请变更为新承租人的承租公
房在册户籍人员）与我单位联系办理上述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地 址：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21号
电 话：6407359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公 告公 告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9年4月4日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9年4月4日

1. 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东市场东
街63号，被征收人梁红，第三人尹素娟

公告送达明细

公 告公 告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9年4月13日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9年4月13日

公 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9年4月13日

1.北京市东城区侯庄51号，朱雅兰（已故）
2.北京市东城区琉璃井北里57号，种书卷
3.北京市东城区桃杨路北里1号楼2层1号，郭俊环
4.北京市东城区郭庄三条16号，冯玉清
5.北京市郭庄头条14号，计玉香
6.北京市东城区民主北街30号，韩硕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送达明细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706民初4971号 赵博（身份
证号61010219830328031X）：本院受理的原告纪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苏0706民初4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赵
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纪君借款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
自 2018年 6月 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 04 民初 379 号 ZHANG
MING：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技金谷集成房屋有限公司诉尚宏启、胡建红及你股
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37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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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JUNYI JI：本院受理的（2016）川0107民初1622号原
告邹蕾诉被告 JUNYI JI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邹蕾与被告 JUNYI JI离
婚；二、婚生子女吉书文、吉书同随原告邹蕾生活，被告 JUNYI JI从判决生效之日
起于每年第一个月十号前支付当年婚生子女吉书文、吉书同生活费 150000元，
教育费、医疗费凭票据由原告邹蕾和被告 JUNYI JI各承担一半；三、被告JUNYI JI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邹蕾婚生子女吉书文、吉书同2015年10月至
2017年7月抚养费用244623.61元。案件受理费6060元，由原告邹蕾、被告 JUN-
YI JI各承担303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4民初1330号 王洋（阳）：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青岭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洋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不递交答辩状视为放弃答辩权利，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
日起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焦作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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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丽、罗秀桂：本院受理于2019年
2月16日刊登的原告罗才英与被告蒋丽、罗秀桂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原公告为定
于2019年5月23日9时在本院双桥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应更正为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桥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 0304 民初 1909 号 ZHU BI-
CHENG：本院受理原告丁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30天）、起诉状、开庭传票各一份及证据一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开庭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9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主楼审判大厅，逾期将依
法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井莹：本院受理原告井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
院亚运村人民法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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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7）京04民初32号 张军民、优尼生化
国际有限公司（UNIBIOCHEM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院对原告上
海康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张军民、陈世德（CHEN，SI TE FRANK）、第
三人优尼生化国际有限公司（UNIBIOCHEM INTERNATIONAL LIMITED）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4 民初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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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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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燕平：本院受理原告洪惠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洪惠良起诉要求：1.依法判决原、被告离婚；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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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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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荣亮（英文名RONGLIANG XU）：本院受理原
告张华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朝民初字
第16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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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公告 艾斯叶，瑟博飞阿那（ELSYE SEPVIANAH）：本院
受理原告韩宝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冀0928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于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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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惠思：本院受理原告吴祖军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桂1402民初66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吴祖军与被告苏惠思离婚。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家事少年审判组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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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崇左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康麟：本院受理张莉诉王康麟离婚纠份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辽 0212 民初 287 号 ZAHID
KHAN：本院受理原告王丽红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准予原告王丽
红与被告 ZAHID KHAN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辽 0212民初 28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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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宗、杨奕国、杨尤阿满：本院受理原告莫春方、
林小英、林金玉、林敏华诉被告陈文宗、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杨奕
国、杨尤阿满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定书、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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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尔里那 福博里亚那 尤素福：
本院受理原告于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928 民初
110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手续。自公告之日
起满3个月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于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393号 刘晓玲：本院受理郝维
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4
民初3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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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号 刘晓玲：本院受理何芬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4民
初3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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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邱瀞漩（CHIU，CHING-HSUAN）（曾用名：邱筱
甯；CHIU，HSIAO-NING）：本院受理原告刘合军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 民初 112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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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MEI ICHIKAWA（中文名：丁海明）：本院受理
原告蒋雅芳诉被告KAIMEI ICHIKAWA（中文名：丁海明）、丁雷明、丁辉明继承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437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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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香港儿童潜能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凯迪斯（香港）
国际教育研究会：本院受理原告刘世斌诉被告香港儿童潜能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凯迪斯（香港）国际教育研究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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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6日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永润：原告郭永松与郭永润、郭永浚、郭
永权、郭永钟、郭永成、郭永炎、郭永萍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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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地点在本院
第二十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铁：本院受理原告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诉
你和戚大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张玉麟、张玉鼎、张佳、张烨要求：l.判令被告
戚大义与你就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甘井胡同8号八间房屋的买卖合同
无效；2.要求判令你就上述房屋过户至四原告名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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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南区5楼第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刁玉欣：本院受理原告麦丰华诉刁玉欣相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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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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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雪萍：本院依法受理（2017）京0108民初11712号
原告符维良诉被告刘雪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3日起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5%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本金人民币
3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
止，按照年息15%计算）：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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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
定于上述期限届满后次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3-48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8民初58497号 Chips Limited：本院
受理的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
被告一Chips Limited、被告二北京风起云飞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原告现依法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京 0108 民初 58497 号民事裁定书、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以上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复议期间为五日，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执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此
案在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中关村法庭第八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胜雨：本院受理原告何自力诉李胜雨、瀚佑弘益

（北京）科贸有限公司、北京华源博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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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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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26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奥运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效曾：本院受理原告吕桂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渝0107民初138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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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的，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伊：本院受理原告RAN CAO诉石伊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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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14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达吉雅娜（ ）：本院受理原告杜
荷、徐军、张侨诉被告杜霞、杜·达吉雅娜法定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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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沁：原告李冬婷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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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名人民陪审
员依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刘丽学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李冬婷提出如下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分割杨沁名下因出售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长丰园一区23号楼2层
3-201号房屋所得售房款61万元；2.请求依法分割杨沁名下位于香河开发区民安
北路 2 号理想·阳光住宅小区 G-1 幢 1 单元 502 室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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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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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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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钢：本院受理原告张雨琪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13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准予原告张雨琪与被告温建钢离婚。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第六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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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硕：本院受理原告张淼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 0108 民初 169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准予原告张淼与被告刘硕离婚；二、婚生女刘霏璠由原告张淼抚养，被告
刘硕自二零一九年四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支付孩子抚养费1500元，直至刘霏璠
年满十八周岁止；三、婚生子刘丰瑞由原告张淼抚养，被告刘硕自二零一九年四
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支付孩子抚养费1500元，直至刘丰瑞年满十八周岁止；案件
受理费150元，由原告张淼负担75元，已交纳；由被告刘硕负担75元，于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 1870 元，由被告刘硕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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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菁萍：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达盛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光之树瑜伽健身（北京）有限公司、叶菁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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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
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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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伯茨 菲里丝姆：本院受理原告赵志生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原告赵志生的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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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 27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香港泰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丁雪灵诉被告香港泰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1191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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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 2019年 02月 16日刊登的
第三人为李德明的公告中，其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应更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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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特此更正。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皖0121民初4054号 李荣柱：本院受理陈
洋洋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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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 0603民初 291号 裴若
玉、裴若玲、黄道恒、黄小燕、黄德炜、梁国基、梁国珍、梁国玉、梁国辉、梁国英、梁
国华、梁国丽（香港）：本院已受理原告裴若薇、裴真一等人诉被告裴铁军法定继
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为举证答辩期限，并于期满后第1
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宋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3民初13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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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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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鄂01民终7033号 姚丹：本院受理上
诉人张智杰与被上诉人袁焰、姚丹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鄂 01民终 7033号及（2018）鄂 01民终 7033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LEE TONG LEONG（中文名：李东良）：本院受理原
告邵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321民初
2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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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车红梅：本院受理原告金贞姬、崔艺娜诉被告车红
梅（2019）吉 2426 民初 349 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
月2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审判二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明（ZHANG XIAOMING）：本院对原告李军
与你、被告张小林、被告张小莹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京 0105民初 2867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五
层二十三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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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承志、欧阳洁仪：本院受理胡矛矛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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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初323号 中扩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扩辉煌赠品玩具有限公司、胡志豪、周志华、胡斯诺：本院受理原告鑫融基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中扩赠品玩具（洛宁）有限公司、东莞佳畅玩具有
限公司、赵银武、宋欢欢、程小云、胡耀民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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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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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 05 民初 271 号 刘伟、王
翔：本院受理原告刘伟与被告刘伟、王翔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桂 05民初 27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刘伟、王翔在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原告
刘文办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银滩花园聚金巷6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
续，本案案件受理费3300元，公告费用1800元，共计5100元，由被告刘伟、王翔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氏秋草：本院受理原告石宿平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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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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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的 9 时（遇节假日往后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THU THAO（C0029994）：本院
受理原告乔建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证据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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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与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四层二十九法庭开庭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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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108民初1967号 范林、范立：本院已受
理原告范靖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京0108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司香馥名下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西苑100号南区7号楼2单元4号房屋由范靖继承，该房屋归范靖所有；二、范
靖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一次性分别支付范森、范林、范立补偿款各 10000 元；
三、国家安全部离退休干部局发放的司香馥丧葬补助费 5000 元归范靖所有；
四、国家安全部离退休干部局应向司香馥亲属发放的特别抚恤金、一次性抚恤
金、单位遗属慰问金共计 218052 元，其中，范森、范立、范林各领取 3 万元，余款
由范靖领取。评估费 31100 元，由范森负担，已交纳。公告费 1740 元，由范立、
范林各负担 87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5350 元，由范靖
负担（已预交 35 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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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西征房征字【2014】

第2号），北纬路房屋征收项目由北京宣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被

征收房屋的评估工作。

请下列被征收人（公房承租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产权人），如已故

的，请其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内，持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租赁合同、委托手续、户口簿及本人身份证等其他证明材料领取

分户的评估报告，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结果有异议可按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有关规定办理。

被征收人：戚光正（已故），房屋地址：西城区北纬路57号。评估报

告编号：（2014）宣评征字第02-76号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纬路禄长街甲一号南1门（北纬路房屋

征收项目指挥部）

联系电话：010-84017859 1861109521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天桥街道办事处

2019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