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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提高效率

京张高铁全长 174 公里，起自北京北站，途经清河
站、昌平站、八达岭长城站、东花园北站、怀来站、下
花园北站、宣化北站、张家口站。从北京北站引出后，
京张高铁就钻进了清华园隧道。

“清华园隧道全长6公里多，是目前国内位于城市核心
区，穿越地层最复杂、重要建筑物最多的国铁单洞双线大
直径盾构高风险隧道。”项目负责人赵海涛说，整个隧道穿
过近 90条城市管道线路，施工过程必须保证精准无误，否
则就会影响城市生活。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
道，建造过程中，盾构机架在两条钢轨上，工人操作遥
控装置，将零件平稳运输到指定地点进行拼装，整个系
统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借助盾
构机，整个隧道施工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既保护了历
史遗迹，又不打扰城市生活。

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刘磊则担负攻坚任务，他介绍说：
“为使施工和管理更智慧，使隧道在极端复杂的地下环境
中自由穿越，我们投入力量开发可视化智慧施工系统。”

这一系统包括施工参数、过程监测、地质预测等，
实现全过程可视化动态管理。每一个盾构机搭载了几千
个传感器，都具有感知、修正和自动调节的功能，设备状
况、地下工作情况等数据，都直接上传到中铁十四局集团
的全国大盾构数据指挥中心，盾构专家24小时提供远程监
控和技术服务。刘磊说，智能检测可以随时对海量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使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在铺轨过程中，面对铺轨作业标准高、交叉作业面
多、30‰长大坡道给铺轨施工带来的巨大挑战，京张城
际铁路有限公司不断优化方案和资源配置，创新施工工
艺，改造机械设备，应用智能机器人检测，采用机械
化、自动化铺轨机组和施工信息化等手段，大幅提高了
轨道精度和施工效率。中铁三局还引进、研发各种先进的
设备和技术，实现了指挥中枢信息化和智能化，质量追溯
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等，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京张高铁全线轨道铺通是京张高铁建设施工的标志
性节点，后续将继续通过科技手段，全力推进轨道精
调、“四电”（供电、通信、信号、电力） 设备安装及调
试等，为下一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

智能设备攻克难题

京张高铁离不开工程师们设计出的“黑科技”装
备。如“多面手”“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的多种设
备频频亮相，为京张高铁的建设开启了“科技大片”的
既视感。在建造、维护、管理、安全等流程上，创新的
智能化土壤孕育了京张高铁高科技基因。

2019年3月2日，在中铁电气化局京张高铁站后“四
电”工程施工生产推进会上，两名工作人员将管材及所需
零件送入接触网腕臂自动预配平台，测量腕臂长度，切割
管材、分拣料头、转移管材，寻孔定位并套上零部件紧
固，5分钟一气呵成，自动完成作业。

“该预配平台利用机器化减人，将原来12名操作人员
配备要求降低到4人，实现了‘分散加工集中干、空中作
业地上干、现场施工工厂干’等转变，极大地提升了接
触网腕臂预配平台的安全、精准效能。”中铁电气化局四电
工程电气化项目部预配中心负责人陈晓说道。如“多面
手”一样，接触网腕臂自动预配平台实现工厂化生产。它
在满负荷状态下完成每天近200组腕臂预配，预制出来的
每一根腕臂的技术标准误差都控制在1毫米之内。

东花园隧道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在施工工程中，及
时检测降水情况十分重要，工程师设计出如“千里眼”
的系统，完美地化解了这一难题。东花园隧道紧邻康西
草原、官厅水库、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日最大涌水量
达 35.4 万立方米，防渗水成为设计的重难点。中铁十八
局与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合作，研发“自动控
制降水与预警”系统与“深孔测斜”监测项目，把“眼
睛”安在深水基坑中，联合边坡稳定性安全监控软件，
实时监控降水情况。

同样位于张家口市的正盘台隧道，则运用像“顺风
耳”一样的装备解决了安全问题。该隧道全长近 13 公
里，属单洞双线隧道，是崇礼铁路最长隧道。隧道内部
信号常常无法连接，给施工带来了极大安全隐患。铺轨
施工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开发了应用智能工程运输指
挥系统，使用电子防护器，研发了隧道内工点与施工车
辆以及施工车辆间的接近报警系统，解决了隧道铺轨施
工过程中信息不畅等问题。

此外，还有新型材料机器人喷涂防水，提高喷水效率，
解决喷涂厚度不均等问题；AR 辅助施工智能安全帽实时

传送施工推进现状，搭建信息化沟通轨道；在京张高铁官
厅水库特大桥投入使用的集水槽安装安全操作平台，完美
贴合大桥梁体翼缘板的外部结构，使得操作更加方便自
如，又很好地保护了水资源。

智能运营惊喜可期

据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铁科院） 专
家介绍，自动驾驶车载设备收到计划后，根据动车组当
前的位置，计算出控制动车组运行的控制速度曲线，自
动控制动车组加速、运行、减速、停车、开车门等。
2018 年 6 月至 9 月，自动驾驶设备顺利通过所有风险测
试，可确保行驶安全。自此，京张高铁将可以实现有人
值守的无人驾驶。

“这是世界首次，在 350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个最好
的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高效的列车。”中
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设计负责人王东方说。

在京张高铁的智能化运营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列车
的全自动驾驶设计。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和
地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与地铁相比，高铁的速度更快、
线路更网络化、运行环境更复杂。地面调度中心先规划准
确的运行计划，通过传输网络发送至列车自动控制系统的
地面设备，再通过铁路移动通信网，移送动车组上的自
动驾驶车载设备。

基于北斗卫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京张高铁为建
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线路实时“体检”系统，可以将全线每一个桥梁、车站，

每一处钢轨通过传感器连接至电脑。零件是否老化，路基
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损坏，都能一目了然。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同一个‘大脑’。”中
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
通过这个“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
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智能运营为旅客通行提供了更人性化服务，智能机
器人可以贴身导航并搬运行李；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
站等可简化乘车流程；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融合，乘客
出发时输入车次，即可导航至检票口或候车厅。车站环境
舒适性监控系统、能源管控系统等各类系统将保证车站的
高效运转，而高铁周界入侵报警系统、地震预警系统、自然
灾害监测系统等将组成动车组的智能调度指挥系统。

“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将采用可回收或降解的内装材
料及废水回收再利用设备，使列车运营更绿色化。”铁科
院机辆所副所长张波说，同时还配备自动灯光调节系
统、降震减噪技术来提高动车组的舒适度。

为迎接北京冬奥会，京张高铁将设有首次直达比赛
核心区的太子城站，配备滑雪板存放处，打造了独具特
色的高铁移动新闻中心——媒体车厢，此车厢将实现高
速互联网覆盖，完成奥运赛事直播。

“我们是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国力飞速发
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铁的又一次飞跃。”中铁工
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京张高铁总体设计师王洪雨
说。创新、技术、人才锻造了今日的京张高铁，信息
化、自动化、智能化带来了全球化视野，把中国高铁建
设发展事业推到了世界前列。

6月12日上午，在北京北站外的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进口，随着
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京张高铁历时7个月紧张铺设，完
成了全线铺轨，初露峥嵘。

京张高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工程，是北京冬奥会重要
交通保障设施，被誉为中国铁路发展“集大成者”、智能高铁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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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9）京04民初489号 郭锐：本院受理
原告丁华民与被告沈晓梅、郭锐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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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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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雁平：本院受理郑维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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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01 民初 4323 号 简德才：本院受理
TING SHAO KUANG（丁绍光）诉你、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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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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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01 民初 4324 号 简德才：本院受理
JOVE DE QING WANG（王德庆）诉你、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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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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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桂05民初46号 崔明明：本
院受理原告刘文海与被告崔明明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权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点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广东路135号广东路与西南大道交界东南角）B区一楼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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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庆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108 民初
2255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槐底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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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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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号 黄艺（HUANG，
YI）、陈明慧（CHAN，MING WAI ANNIE）、陈国鑫（CHAN，KWOK YAM）：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厦门墩峰进出口有限公司、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
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京04民初139号一案，已审
理终结。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本
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28号 黄艺（HUANG，
YI）、陈 明 慧（CHAN，MING WAI ANNIE）、李 德 恩·克 里 斯 托 菲 尔（LEE
DEAN CHRISTOPHER HERNANDEZ）：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厦
门墩峰进出口有限公司、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2018）京04民初128号一案，已审理终结。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140号 黄艺（HUANG，
YI）、陈明慧（CHAN，MING WAI ANNIE）、陈国鑫（CHAN，KWOK YAM）：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厦门墩峰进出口有限公司、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
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8）京04民初140号一案，已审
理终结。泉州崇武半月湾度假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本
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430 号 潘玉峰（PAN PAT-
RICK W）：本院受理赵勇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京04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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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荣森：本院受理原告蒋红诉你离婚纠纷（2017渝
0108民初604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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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2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409号 王俊鹏：本院受理北京
百润河商贸有限公司与昆山市馥郁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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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组委会：本院受理原告代凤杰
诉北京曼格铭悦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格铭悦公司）、第三人丝绸之路
文化之旅组委会展览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京0112民初29910号】，代凤杰
请求判令：1.曼格铭悦公司退还代凤杰参展费用500万元；2.曼格铭悦公司给付代
凤杰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自
2015 年 8 月 14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曼格铭悦公司赔偿代凤杰损失
1218435元并给付利息（以1218435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为计算标准，自2015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曼格铭悦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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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下午 13：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THAI THI THU HANG（蔡氏秋姮）：原告黄坤培
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要求：判令原、被告离
婚。判令婚生女黄钰涵由原告抚养）、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迪：本院受理原告刘志诉被告徐迪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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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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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焕堂：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新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林焕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0105民初8497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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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奥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焕堂：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新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林焕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0105民初8496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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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奥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焕堂：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新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林焕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京0105民初8495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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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奥运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PRIMUS PACIFIC PARTNERS LTD.（博智资本基
金公司）：本院对上海鸿元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欣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宏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昊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博华策略（天津）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RIMUS PACIFIC PARTNERS LTD.（博智资本基金公
司）、博华恒瑞（北京）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菱科电能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因
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交换证据传票、质
证传票、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交换证
据；于2019年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质证，于2019年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开
庭。均于本院15法庭进行。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艺馨（YIXIN GAO）：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对
原告张蕊诉被告高艺馨（YIXIN GAO）、被告徐光宇、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居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8）京0105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
书后。原告张蕊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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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Chad Twining（查德·特维宁）、Ghristina Nelson

（格林斯蒂娜·纳尔逊）、Jennifer Nelson（詹妮弗·纳尔逊）、Kelly Twining（凯利·
特维宁）、Stephen Teining（斯蒂芬·特维宁）：本院受理原告 Teresita Twining（特
雷西塔·特维宁）诉被告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
何仁兵、胡德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田宝义、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第三人 Chad
Twining（查德·特维宁）、Ghristina Nelson（格林斯蒂娜·纳尔逊）、Jennifer Nelson

（詹妮弗·纳尔逊）、Kelly Twining（凯利·特维宁）、Stephen Teining（斯蒂芬·特维
宁）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京 0105民初 552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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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IP SUN KIN：原告高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07民初1126号 唐因雄：本院
受理肖一君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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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丹：本院受理张智杰诉姚丹（身份证号
420106196704274413）与袁焰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05民初2660号 易利荣：本院
受理原告丁友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
证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指南、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TRACY ANAK KIM TAI：本院
受理吴立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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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10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蕤荃：原告王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 0103民初 14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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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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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STANISLAV VASIN：本院受理原告毛芳芳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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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为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我国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闽 0623民特 5号 本院于 2019年 5月 9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陈二渊申请宣告魏宪艺死亡一案。申请人陈二渊称，其与魏宪
艺系夫妻关系，魏宪艺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务工期间，于 2008 年 1 月 25 日外出失
踪，至今音讯全无，现申请宣告魏宪艺死亡。魏宪艺本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魏宪艺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魏宪艺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林日健、陈威雄：本院对原告龙岩市永定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德泓（福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龙岩成龙机械有限公司、
龙岩市永定区益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沈清全、林日健、陈威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闽 08 民初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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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PHANTHINHI：本院受理原告周俊波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0829民初21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周俊波与被告 PHANTHINHI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涂雪梅、涂雪美：本院受理
原告陈秀珍（CHEN XIU ZHEN）诉被告涂雪萍、涂艺宝、涂雪梅、涂雪美共有纠
纷一案（案号：（2018）粤0105民初14955号），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原告陈秀珍、被告涂
雪萍、涂艺宝、涂雪梅、涂雪美申请以交吉价拍卖或变卖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路四
街南 2号 1门 203房，所得款项由陈秀珍占 60%，由涂雪萍、涂艺宝、涂雪梅、涂雪
美各占10%。公告期为90日，如不服判决，自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不上诉，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晓峻、捷服（武汉）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英
融贯资讯（武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诉被告姚晓菲、陈晓峻、捷服（武汉）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英融贯资讯（武
汉）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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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LE NGOC THUY：本院受理原告连海有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421民初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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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鲁0103民初2301号 刘玉健、刘苑
平、刘新红、刘玉清：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世英诉你们共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8）鲁0103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声 明

王泰圆（性别：女，出生时间：1994 年 2 月 18 日，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东城区敦厚里胡同 7号，身份证号：110101199402184040），

你父亲王鹿雪（出生时间：1960 年 1 月 16 日，户籍所在地：北京

市东城区韶九胡同 14 号，身份证号：110101196001164213）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敬老院去世。

你作为其继承人，应在本声明发布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与我方

联系，处理相关事宜，逾期按相关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人：崔胤，联系电话：010-65597634，13366336833

（东华门街道办事处）

刘治敏，联系电话：13051592507（敬老院）

刘晓君，联系电话：18611583522（敬老院）

注：如委托他人代理你方办理相关事宜，需持经公证的相关

委托手续。

东城区人民政府东华门街道办事处

2019年6月15日

通 知

针巷 4 号房屋（土地证面积 111.5 平方米，产权证面积 151.2

平方米），此房屋在南京市秦淮区针巷片区环境综合整治征收

项目（征收决定号：宁秦府征字（2018）第 3 号）红线范围，经江苏

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房屋征收补偿金额为人民

币 4442134 元。因该房屋产权人王松寿已故、王荣寿已故，请王

松寿、王荣寿全部继承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持有效身份证明

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联系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如在限期内未能

联系或未能证明与王松寿、王荣寿继承关系的，房屋征收部分

将已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报请南京市秦淮区人

民政府对该房屋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征收实施单位联系电话：025-85352512

现场办公地址：南京市秦淮区针巷12-1号

针巷片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征收指挥部

2019年6月15日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19】4号《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杭州路432号刘春银（已故）

户、临青路 103 号王林生（已故）户、临青路 171 弄 4 号江素霞（已

故）户、杭州路492弄140号倫（伦）照凤（已故）户的上海市旧里私

房被列入杨浦区大桥街道90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上述房屋被征收对象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

成，希望上述被征收对象的法定继承人（也可委托代理人）在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与上海市杨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

限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征收基地办公室设在周

家牌路 217 号 90 街坊征收基地办公室。倘若未与征收人达成协

议，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报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

偿决定。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女士 电话：021-65032705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1：00 下午2：00-4：00

联系地址：上海市周家牌路217号90街坊征收基地办公室

上海市杨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