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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设“下一代大型粒子对撞机”是近年
来科技领域的争论热点之一。持赞成立场的有中科院院士、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持反对立场的则有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双方在多个场合下分别阐明自己的立场和理
由，争论的影响也已超出学术界，进入公众舆论层面。目
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结论和有关部门的决策还需进一步

等待和观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过长期酝酿后，邓小平亲自决

策，支持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它被认为是中国科学家继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取得的又一伟大成就。

让我们一起走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近距离感受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风采——

“院士热”助推科创

“院士热现象”经过 10 年的培育发
展，已经在浙江大地开花结果——全省
先后建立了869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形成
了耕耘院士资源、培育院士文化、打造
院士经济的局面。通过实施院士高端智
力集聚工程，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为经
济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企业提需求，院士来攻关”的合
作模式使院士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也
让企业获得了效益。据不完全统计，10
年来仅绍兴市的院士工作站带来的直接
经济效益就达284.7亿元。

为使“院士热现象”效果落到实
处，浙江省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政
策规定，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采取多种形式，为院士工作提供方便。
以宁波市为例，截至去年 10 月，已建成
市级院士工作站134家，其中民企院士工
作站99家。在院士团队帮助下，宁波134
家建站单位申请市级以上科技项目850多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900余项，参
与制定国际和国家标准100余项，获得市
级以上奖励300余项，为推动地方科技创
新、服务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德金）

天安门向西约 15 公里，形似羽
毛球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部
分结构由北向南卧于地下，它由一
台长 202 米的直线加速器、一组共
200 米长的束流输运线、一台周长
240 米的储存环加速器、一座高 6米
重 700 吨的大型探测器“北京谱仪”
和14个同步辐射实验站等组成。

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44 年，
张闯几乎参与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及其重大改造工程全过程。“在
世界上最权威的粒子数据表上，北
京谱仪测量的数据超过1000项，每
一项数据就是一项成果。可以说，
粲物理领域的绝大多数精确测量是
由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张闯
很骄傲，他和同行，见证了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所成就的在粲物理领
域30年领先。

对撞让新粒子现身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北京谱仪
Ⅲ发言人苑长征介绍说，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是一台高能加速器，提
供的正负电子束流主要做两件事：
一是高能物理实验，即北京谱仪实
验，产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二是同
步辐射应用研究，利用对撞时产生
的同步辐射光供多学科开展研究，
每年有大约500多个实验在此完成。

张闯研究员展示了一张漫画，
两只小松鼠站在机器的两头，手中
各拿着一个核桃，把核桃往地上扔
可能打不开，但让两个核桃高速对
撞可能就能撞开。我们实际上就是
要把粒子对撞打开，看里面是什么
东西。速度越快、撞得越碎，越可

能有所发现。他用这个例子解释了
“为什么要对撞”。

“如果不对撞，用电子束打静
止靶，产生的有效的相互作用能量
要小得多。1954年，物理学家费米
提出建造一种高能加速器，采用打
静止靶的方案，需要加速器的半径
达到 8000 公里，比地球半径还要
大。欧洲强子对撞机的半径只有
4.3 公里，就达到了 13TeV 的质心能
量，所以超高能研究一定要让两个
束流进行对撞。”张闯说，束流对撞
要求粒子多、截面积小、频率高，才
能获得足够高的对撞亮度，因此难
度也大得多。

“正负电子不断对撞，科学家
获取分析对撞产生的大量事例，看
其中是否可能有一些稀有现象，披
沙拣金一般，各种新粒子都是这样
现身的。”张闯说。

在亿万粒子中找不同

在粲物理领域，绝大多数精确
测量是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

这来源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的卓越性能。“1988 年 10 月对撞成
功，运行30多年。对撞机是经过几
代人努力做出来的，我们这一代曾
面临康奈尔大学的挑战，对方把能
量降了下来，一时超过了我们。后
来，我们做了重大改造，在世界同
类型装置中继续保持领先。”张闯
说。2008年完成改造后，它成为双
环结构，约 100 个束团，每秒对撞
约一亿次，加上其他性能提升，亮
度比改造前提高了100倍。

在粒子物理领域存在 3 个研究

前沿，分别是高能量前沿、高强度前
沿、宇宙学前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处于高强度前沿，另外两端分别
有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国际直
线对撞机（ILC）、未来环形对撞机

（CEPC和FCC）等和高山宇宙线、空
间探测器、望远镜等。

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大科学装置
拓展了人类宏观微观认识尺度。20
世纪初，人类认识的世界小到 10
的-10 次方米的原子，大到 10 的 11
次方米远的行星。上世纪30年代，范
围扩大到原子核和恒星。到了2000
年，依托大科学装置，人类的视野深
入到 10 的-18 次方米的夸克、扩展
到10的25次方米远的浩瀚太空。

苑长征说，最近又有一个重要
发现：北京谱仪Ⅲ合作组发现正负

电子对撞中兰布达超子存在横向极
化，合作组利用 2009 年和 2012 年采
集的 13 亿粲偶素数据，选出了纯度
高、质量好的42万事例，发现由此产
生的兰布达超子存在高达 25%的横
向极化。这项成果刚在英国《自然·
物理》杂志刊出。

优势还会保持10年

张闯打开电脑，进入对撞机的
显示页面，屏幕上两条曲线沿时间
轴向前推移，一条代表正电子流强
的红线，一条代表负电子流强的蓝
线，高点约在 600 毫安，大概 1 小
时后，两条线匀速降至低点，约
450 毫安，这代表粒子数量越来越
少，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操作按键，

注入正负电子，曲线抬头，继续每
秒一亿次的对撞。

全世界14个国家、64个研究机
构的 400 多名科学家，每天都可以
在世界各地点开这个页面，看到两
条曲线。

“从1989年开始实验起，就建立
起北京谱仪合作组，合作组 30 年来
一直在一起做实验。”张闯说，这套
由中国牵头的国际重大科学装置的
合作规则，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的宝贵经验，为后来者做出示范。

它将来会不会寿终正寝？张闯
很坦然：我们的优势还会保持 10 年
以上，这期间要继续做实验，比如继
续研究轻强子谱和新强子态等，根
据实验结果，看是否需要进一步提
高性能。

近几年，关于中国是否要建造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 的
争论持续进行。去年底，两卷本的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 概念
设计报告》 正式发布。近日，反对
建设的观点再次被提出，争论又一
次摆上台面。

“有争论很正常。”张闯说，“但
科学研究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比如，
我们的对撞机继续向前走，可能需
要再改造。如果暂时不能做高能量
前沿，还可以做高强度前沿。如果
因为经费或者技术原因不能做，可
以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做。”

“ 最 好 能 尽 快 挺 进 高 能 量 前
沿。”张闯补充说。较量不可避
免，“除了欧洲的 FCC，日本还可
能要做 ILC，国际上既有合作、也
有竞争。当然，希望下一代最强对
撞机依然在中国。”他笑着说。

对撞30载 锤炼“大科学”精锐之师
崔 爽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中的谱仪机械系统。 百 度

浙
江

松下和东芝
否认停止与华为合作

新华社东京5月23日电（记者钱铮
马曹冉）针对近日所谓的关于松下和东

芝停止与华为合作的消息，这两家日本
企业23日均表态说，此类消息不实，它
们没有停止对华为的供货等合作。

日本松下公司总部公关部门23日晚
间在给新华社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说，一
些报道中“停止供货”等表述与事实不
符，公司目前仍在与华为进行不违反相
关法令的交易。

松下电器 （中国） 有限公司23日也
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
些网络媒体上的“断供”等表述不实，
表示将在严格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相
关法律及合规条例的基础上，“持续向华
为等中国客户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东芝中国官网 23 日发表一份声明
说，有部分媒体称上海东芝公司已在内
部宣布停止与华为的合作，但报道中所
说的“上海东芝公司”并不存在。东芝
集团“并未停止与华为的合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亮：本院受理原告朱菱诉被告宋亮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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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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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八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公告 BONGSUCU（黄素珠）：本院受理
原告韩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0128民初231号民事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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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 04民初 104号 咖啡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兴凯、张利群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孙晓岐品牌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
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 9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 点 30
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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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05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佳佳供应链管理（廊坊）有限公司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8月27日上午9
点30分证据交换，下午2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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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06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詹咏梅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
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
台满 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上午 9点 30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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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08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新燕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
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
台满 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上午 9点 30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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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07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长有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
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
台满 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上午 9点 30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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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09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炬贤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
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
台满 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上午 9点 30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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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12号 咖啡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士勇与被告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品牌咨
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咖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岐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港澳
台满 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9年 8月 27日上午 9点 30分证据交换，下午 2
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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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丝萦：本院受理原告崔晓方与被告崔晓东、张丝
萦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崔晓方诉至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继承人王永琏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甲8号院22号楼5层4单元9
号房屋四十八分之三十的份额均由原告继承；2.要求依法分割应发放的王永琏的
抚恤金20062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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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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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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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烁：本院受理的原告董保卫与被告孙联文、被告
孙英、被告英赫世纪电气（北京）有限公司、被告杨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首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再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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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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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法向你送达（2018）京0105民再15号民事裁定书、

（2018）京0105民再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8）京0105民再15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2018）京 0105民再 1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四份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四份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最后，依法向你送达

（2018）京0105民再15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4 认港 5 号 王琳（Wong Lam）、
趋势金控有限公司（Trend Golden Holding Limited）：本院受理（2019）京 04 认
港 5 号申请人 TRG 风险资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TRG Venture Capital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G.P.Limited）与被申请人宇林（曾用名李柏林）、被申请人
你们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申请书副本和证据材料、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应诉通知、司法公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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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4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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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号：（2018）京 04民初 228号 钟山（ZHONG
SHAN）：本院对仝涛与段卫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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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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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美国环球媒体管理集团有限公司（Global Media
Management Group，LLC（GMMG））：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影酷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诉被告新影佳映（北京）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天艺数码影业有
限公司、美国环球媒体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反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140号 简志昇：本院受理原告
姚建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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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28号 吴龙谊：本院受理原告
李美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证据材
料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你偿还原告借款562万元及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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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2019年10月1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韦梦楚：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覃
海清与被申请人陶思叁、被告韦敬文、闭珍芳及你韦梦楚合伙纠纷一案，因再审申
请人覃海清不服本院作出的（2016）桂0103民再3号判决，提出上诉，并在上诉期限
内向本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3个月内来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 04民初 505号 钟山（ZHONG
SHAN）：本院受理原告宋长君、李丽诉段卫华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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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9）京04民初271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
限公司（WHALE （ASIA）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朱洵：本院受
理原告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WHALE （ASIA）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朱洵、王方、第三人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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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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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9点30分证据交
换，下午两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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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157号 天喜文化传播（天津）
有限公司、苏耿弘：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厚德雍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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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原告
的诉讼请求：判令天喜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投资款本金、罚息；判
令苏耿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苏耿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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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45日内。对天喜
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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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9年 10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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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任扬（台湾身份证号 E123059873）：本院受理原
告吉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8）渝
0109民初100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许原告吉娟与被告吴任扬离婚。”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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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CHEONG HOCK（章金福）：本院受理原告泰
远嘉业（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岳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北
京星城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闫晓毅、第三人董晓保、第三人 CHEONG HOCK

（章金福）、第三人北京浦洋伟业广告有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3民初3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驳
回泰远嘉业（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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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博（GAO BO）：本院受理原告沈阳
富华融典当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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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证据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孙秀英、王淑英、王叙尧、王爱乔、王昭
惟：本院受理原告闫力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吉0202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90
日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斗、王光立、王祖谊、王祖志、王祖燕、王祖萍、
王琪、王冬、张振文：本院受理原告董聚禄、董聚苍、董聚慧、董聚兰、董聚明、董聚
月诉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上诉人董聚福就（2016）京0101民初22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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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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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202民初1355号 梁剑雄：本
院受理原告周小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
原告诉请要求判决离婚）、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文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黄石港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光琦、骆珞：本院受理原告骆寿南诉骆素英、骆
秀芬、骆素珍及你们继承纠纷一案，原告骆寿南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骆寿
宝名下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号-4-301号房屋（房产证号：京房权
证西私字第44982号）由原、被告依法继承并分割；2.本案诉讼费由原、被告共同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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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ZHAO JIE（赵洁）：本院受理原告赵伟诉你继承纠
纷一案，原告赵伟的诉讼请求：由原告继承被继承人赵洪志名下的开瑞牌小型普

通客车（京N19N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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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区三层10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京：本院受理原告赵淑兰诉被告陈京、赵心悦、
陈朝阳、陈宾、赵心明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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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冀0104民初3164号 李维：本院
受理原告袁影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影辉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婚
生女袁雨菲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袁雨菲年满十八周岁为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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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美国环球媒体管理集团有限公司（Global Media
Management Group，LLC（GMMG））：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影酷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诉被告新影佳映（北京）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天艺数码影业有
限公司、美国环球媒体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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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3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辽 0302 民初 1304 号 MONTY
THOMAS WILLIAM BRIDGES：本院受理原告王桂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0302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王桂
华与 MONTY THOMAS WILLIAM BRIDGES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
费3000元，由王桂华负担。自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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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LIAO HSUN HOAW：本院受理原告 NEW-
MAN GEOFFREY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及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18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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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王荻：本院受理原告张列三诉张宇及你们继
承纠纷一案，原告张列三的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市海淀区蓟门东里9号楼301号
房屋由原告继承。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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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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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原告柏万青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湘0181民初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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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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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南省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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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周迎智：原告周迎新诉被告周迎建、周迎秋、黄
周迎智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决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并定于2020年8月3日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无障碍
法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刊登的案号为

“（2017）粤0106民初24591号”公告中存在笔误：一、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
条”；二、应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改为“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江：原告吴晓晖与你及林乐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209680.88元及利息（以204581.7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125%自2018年10月8日
计至偿清款项之日，以 5099.09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自
2018年10月24日计至偿清借款之日）。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只楚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明善：原告宋英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定程序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未果，故依公告送
达程序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限你于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领
取起诉状及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止。举
证期满后第二日9时在本院尹家法庭公开审理，期限最后一日遇节假日顺延。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少磊：本院受理原告吉新程诉被告韩少
磊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褚乔：本院受理原告刘兰熙、关峰诉被告褚乔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1民初
1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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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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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DANG THI MONG TINE（越南籍）：本院受理的

（2018）皖1021民初2624号原告曹志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皖1021民初2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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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公告 普拉托瓦·克兹拉尔罕：本院受理原告霍鹏诉你离
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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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291 民初 1 号
IHICM海洋株式会社：原告浙江协成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IHICM海洋株式
会社、北京海洋建机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赛凌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一
案，请求判令三被告返还保证金40万元、赔偿经济补偿125万元；被告北京海洋建
机科技有限公司对浙江协成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其支付技术资料
费310万元、解除技术合作协议，本院依法合并审理。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月 10日上午 9时 1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将首：本院受理原告许今花与被告赵将首（2019）
吉2426民初229号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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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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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兆业：本院受理原告李锡文与被告谭铁祥、谭兆业、
刘建河及第三人曹德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爱：本院受理原告王荣爱诉被告王平爱、王京
爱、王华民、王华丽继承纠纷一案，起诉要求：1.判决曹淑敏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玉海园五里13号楼5门102号房屋归原告王荣爱继承所有。2.判决被告立即配
合原告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原告王荣爱名下。3.判决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18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次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光洙：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图县明月镇旺发塑钢
加工部与被告李光洙(2019)吉2426民初48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要求李光洙支付2013年拖欠的建筑材料款44910元，并从2016年9
月18日开始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款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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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选择鉴定机构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地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楼 211室，并定于 2019年 12月 20日上午 9时在本院二楼审判五
庭开庭审理。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KIM DONG：本院受理原告晏水根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421民初18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离婚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公告

（2019）浙72民特212号

申请人主权荣誉公司（Dominion Glory S.A.，巴拿马公司）于 2019年 3月 20

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油污损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申请人所有的马

绍尔群岛籍“EL Zorro”轮为油类/化学品运输船，8539总吨，2018年12月24日在

中国嘉兴乍浦水域锚泊时，被新加坡籍“Ellington”轮碰撞，造成“EL Zorro”轮船

载货油泄漏，产生清污等费用。根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申请人特就前

述碰撞事故而产生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申请设立 6743109特别提款权（按 2018

年12月26日特别提款权兑人民币汇率9.544350计算，折合人民币64358592.38元）

的油污损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本院已依法受理了主权荣誉公司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与本次事故油污损害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主权荣誉公司主张

限制油污损害海事赔偿责任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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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异议不影响基金的设立。

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

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主权

荣誉公司主张限制油污损害海事赔偿责任有异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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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联系方式：联系人：张凯薇，电话：0574-89285072，地址：中华人民共和

国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特此公告。

2019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