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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好像还停留在昨日——和
父亲回到中国的日子。

下了飞机，我原以为迎接我们的会
是一座很老旧的机场，但呈现在我眼前
的却是一座现代化的、宽敞、明亮的大
机场，比西班牙巴塞罗那机场还要壮
观、漂亮。

叔叔开着车来机场接我们，和叔叔
聊天，我觉得他的生活水平很高。虽然
爷爷、奶奶还住在乡下的房子，但他们
在城市里还有一套大房子。

爷爷、奶奶和叔叔每天都带我出去
吃饭。中国美食享誉世界，吃得我乐不
思蜀，甚至都不想再回西班牙了。

在国内的这段时间，我观察到：国
内城市里有很多高楼，很多都很现代
化，开房门不用钥匙，通过密码就能打
开；吃饭、打出租车可以用手机支付，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到了晚
上，城市里流光溢彩，街上人来人往，
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营业；还有很多电
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速度很快但
不产生噪音，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在
和时间赛跑。

西班牙的中文老师告诉我们，中国
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这句话一点儿也
不夸张，因为我亲眼见到了正在快速发
展的中国，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回中国。

（寄自西班牙）

“有机会和爸爸一起来中国”

塞尔维亚姑娘雷娜和中国的缘分或许是命中注
定的。她的爷爷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做生
意，从此雷娜一家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
爷爷将一张从中国带回的照片递给我父亲的时候，
他一下就爱上了中国，从此成了一个‘中国迷’。”
雷娜说，从那时起，爸爸就开始购买各种与中国相
关的书籍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开始学习太
极，至今已学习了30年。

在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家庭氛围中成长，雷娜
受家人影响也爱上了中国。读高中时，雷娜报名进
入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开始学中文时，雷娜觉得中文很
难，学起来有困难。几周之后，她渐渐地摸索出一
套学习方法，学习就变得轻松了。

此次来北京参加中东欧国家孔子学院夏令营，
是雷娜第一次到中国。她想“打卡”一些著名的地标，
亲身体验中国文化。“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目前
我接触到的所有中国人都非常友善。”雷娜说。

虽然雷娜的父亲也很喜欢中国，但却没来过中
国。雷娜这次能到中国看一看，让父亲非常羡慕。

“我的‘中国迷’爸爸在得知我可以来中国时还生
了一天闷气，刚刚还一直给我发信息让我多拍点照
片，多带点中国特产。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跟爸爸
一起来。”雷娜笑着说。

20年后再回中国

罗马尼亚姑娘萨彬娜留着卷卷的短发，穿着民
族风的服装，但整个人透着一种成熟干练的劲头。
原来萨彬娜已经30岁了，之前她是一名医生，去年
刚辞掉工作。如今她重返校园，在布加勒斯特大学
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20年前，萨彬娜的父亲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
工作。在萨彬娜 10岁那年，就跟随家人来过中国。
带着对中国的感情回到罗马尼亚后，在很长时间

里，萨彬娜都跟中国没有交集。她继续过着学习、
工作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但心中一直有一个愿
望：再次回到中国。

大学毕业后，萨彬娜在医院工作了 4年。由于
当地医生的薪资水平不太高，她决定辞掉工作，重
新出发。“是时候重新接触中文和重新了解中国
了。” 回归校园之后，萨彬娜选择学中文和法语。
对于未来，萨彬娜也有了新的目标，“我对中国的
传统医学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将之前学到的医学
知识和中医结合起来。”

此次参加夏令营，是萨彬娜时隔20年重新回到
中国。踏上中国的土地，她感到既陌生又熟悉。

“我在回到中国之前完全没想到它竟然改变了这么
多，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改变对中国的认知

罗 马 尼 亚 姑 娘 崔 西 娅 在 3 年 前 开 始 学 习 中
文，“我当时是出于对中文的兴趣，但是老师不建
议我学。因为她还不了解中国，认为中文没有那
么重要。”崔西娅为了向老师证明其看法是片面
的，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会努力了解中国文化，

“我要通过学习中文介绍给老师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次来夏令营也是希望能通过实地体验加深对中
国的了解。”

和崔西娅的老师一样，黑山大学孔子学院的学
生陈静在学习汉语之前，只知道在黑山有中国“一
带一路”项目援建的南北高速公路。“我之前没有
详细了解过中国，但在上了第一堂汉语课之后，我
就对中国文化有了兴趣。”为了加深对中国的了
解，陈静积极参加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比如中
国文化讲座、中国美食节等。“我还学会了用古筝
弹《青花瓷》。”陈静自豪地说。

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孔子学院总部连续
举办四届特别设立的“中东欧国家孔子学院夏令
营”，累计 3500余名师生来华访问。通过参加该夏
令营，营员们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
能参与到中国和中东欧的交流合作中来。

第四届中东欧国家孔子学院夏令营开营

我要“打卡”中国地标
刘紫雯 吴思颖

日前，为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第四届中东欧国
家孔子学院夏令营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营。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赵国成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友谊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截至目前，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建立了34所孔子学院和44个孔子课堂，学员
5.2万余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参与人数51万余人。孔子学院总部设立的
来华夏令营等项目，受到各国青年学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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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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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卢克近照

本文图片均为第四届中东欧国家孔子学院夏令营活动现场。

北京语言大学供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今一（Jinyi Shao）：本院受理原告邵隽一诉你与
邵大军、邵大地、邵世一继承纠纷一案，原告邵隽一起诉要求：1.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取灯胡同8号（幢号4）房屋由原告邵隽一继承；2.陆洁清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存款及中国工商银行存款由原、被告依法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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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北区三层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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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雪娃、项松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革诉你们与被
告李恩普、李翠香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李革起诉请求：1.判令项学娃、项松江、李恩
普、李翠香协助李革将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甘家口8号院乙楼4门5号房屋
产权变更至李革名下。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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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复兴
路法庭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小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沫吟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7265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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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13民初9478号 ZHANG XUN（中文
名张珣）：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洋诉被告杨彬、ZHANG XUN（中文名张珣）所有权确
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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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天竺法
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作出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唯：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成、张金兰诉被告张银
成、张金华、张唯法定继承纠纷一案，诉讼请求：分割陈华云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
城区车公庄大街甲5楼204号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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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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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6层54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558号 陈隆（LUN CHEN）：
本院受理原告石凯俊与被告陈隆（LUN CHEN）民间借贷纠纷（2019）京04民初
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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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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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 LESTANG mengmeng（女，法国国籍，证件
号：070275U0991）：原告兰晓丽向本院起诉与你、第三人周宁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1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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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永福：本院受理原告王琦诉你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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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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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4民初 518号 李颖（LEE UONG）：
本院受理吴春雷与你和姜瑞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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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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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公告 邹凤梅：原告巩同敏诉被告邹宗干、邹风
云、邹凤梅、邹曼云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鲁0303民初694号民事判决书及被告邹宗干、邹风云提交的民事上
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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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新：本院受理原告刘亚非（LIU YAFEI）诉你与刘泮
生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继承人杨竹青位于北京市西
城区安德东里6楼5门3号的房屋由原、被告继承，原告取得该房屋六分之一产权份
额；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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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卿：本院受理原告谢佐恒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8民初77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准予原告谢佐恒与被告李文卿离婚。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谢佐恒负担75元（已
交纳），由李文卿负担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公告费3200元，由李文卿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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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15破4-1号 本院根据中国黑色金属材
料北京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
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前，向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东环广场B座写字楼6层6K；邮政编码：100027；联
系电话：1381069120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大和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九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RACHED RACHED：本院受理原告肖燕平诉被告
RACHED RACH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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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决
原告与被告离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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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东2一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唐惠成：本院受理上诉人北京贺秦生餐饮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上诉人罗弘德、被上诉人唐惠成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博树（身份证号：110104195511230852）：原告刘
仲秋与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张博树、金梅确认合同无效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涉外满3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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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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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博禄德电子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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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京0105民初3173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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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静：本院受理原告李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冀0104民初552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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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泽富（CHEN，TSE-FU）：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
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泽富（CHEN，TSE-FU）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721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三个月，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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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焕堂（LIN，HUAN-TANG）：本院受理原告北京
北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林焕堂（LIN，HUAN-TANG）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72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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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游振炎（YU，CHEN-YEN）：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北
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游振炎（YU，CHEN-YEN）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92902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三
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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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乐视移
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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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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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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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趣进出口有限公司（FUN Q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天津亿玛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上海牵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牵趣进出口有限公司（FUN Q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京0105民初5368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三个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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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榕瑜：本院受理原告刘霞诉被告王榕瑜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决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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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九法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有得：本院受理郝俊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2020年6月10日14时在本院第七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602民初8517号 季菲菲：本院
受理原告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你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
年 3月 31日期间的物业费 22868.25元，并赔偿暂计至 2019年 3月 31日的违约金
686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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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伍群凤（女，1974年4月3日出
生，现住澳大利亚）：本院审理原告于亚洪诉被告伍群凤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
0105民初14389号］，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及
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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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本案开
庭时间定于2019年12月5日8时45分在本院审判庭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
届时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并在本院公告栏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倩晖（女，现住美国）、赵颂
荣（男，现住美国）、何惠贞（女，现住美国）：本院审理原告赵之文诉被告赵之汉、赵

之强、赵倩晖、赵颂荣、何惠贞继承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0105民初12755号］，
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坐落在广州市同福中路萃和里4号房房屋由原告、被告共同
承担；2.判决被告配合原告前往相关部门办理被继承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3.
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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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本案开庭时间定于2019
年12月5日14时10分在本院审判庭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届时你们未
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并在本院公告栏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公告 KANG YOUNGIL（姜永一）：本院受理原告
郭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90
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1民初3352号 陈璐：本院受理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公园支行诉陈爱清、陈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01民初33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陈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生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1民初3349号 陈璐：本院受理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公园支行诉陈爱清、陈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01民初33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陈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艾建华、武威：本院受理原
告艾建萍诉被告艾伦、艾丽、艾鹏、武威、艾建军、艾建华、艾建国、艾建强继承纠
纷一案［案号：（2019）粤0105民初5951号］，因无法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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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470号大院59号301房按份进行分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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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19年11月12日8时45分在生态城人民法庭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并依法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庾哲龙：本院受理原告刘玉先与被告庾哲龙（2019）
吉2426民初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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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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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晓光：本院对郭玉梅与苏晓光、苏晓辉继承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2118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登记在苏明华名下的吉利美日轿车（车牌号：京H40855）由郭玉梅
继承，郭玉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苏晓光车辆折价款500元；二、苏明华名下
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1100809980130092672内的余额及利息由郭玉梅继承，郭玉
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苏晓光4395.75元；三、驳回郭玉梅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郭玉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64元，由原告郭玉梅负担132元（已交纳），由被告苏晓光负担132元（于
本判决书生效后7日内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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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7民初54号
孙元隆：原告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被告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司、钦州
市宏富农业有限公司、李维彬、陈春玲、孙元隆、周荣玲、吴锦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书：1.（2017）
桂07民初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2.李维彬、陈春玲、周荣玲、吴锦越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07民初55号
孙元隆：原告钦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被告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司、钦州
市宏富农业有限公司、李维彬、陈春玲、孙元隆、周荣玲、吴锦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如下法律文书：1.（2017）
桂07民初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2.李维彬、陈春玲、周荣玲、吴锦越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谢静：本院受理申请人张东东与你关于申请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国强（110102196604020418）：本院受理原告韩桂
英与被告尚国才、杨佩霞、尚萌、尚国敏、尚国伟、杜卫东、杜勇继承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要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尚有铎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东院1号楼B座121号房屋（析产处理：房屋全部权益归原告所有，原告按照房屋
市场价值及被告继承份额向被告给付折价补偿）；2.依法分割因被继承人尚有铎
去世发放的抚恤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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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日上午九点在本院北区四层
二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绍成、纪凤：本院受理宋燕宁诉被告肖绍成及第
三人纪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
0101民初 9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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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ER OUEM（柬埔寨籍）：本院受理的（2019）皖1021
民初1926号原告许星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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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内0502民初
1978号 坂本和美：本院受理原告刘雅南诉被告坂本和美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内0502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
果：准予原告刘雅南与被告坂本和美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刘雅南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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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伟：本院受理原告周彦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0211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民初225号 陈寿同屋宇设备顾问
工程师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同达国际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你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9年12月10日
9时在本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18）京04民初369号 KOVALENKO ALI-
NA：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被告柏俊、KOVALENKO
ALINA、刘华琼、施祖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8）京04民初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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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太平村 5组被征收人凤金星，上述房屋已

于2018年9月16日起列入康桥镇02单元北块C1-7地块配套初中新建

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范围。请被征收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与征收实

施单位联系，协商征收补偿安置具体事宜。公告期满后，相关部门将按

规定处理你户的征收补偿安置。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周浦镇康沈路2201号

联系人：顾佳杰 电话：15821440895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海市浦东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6日

通 知
新加坡创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经创新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于 2019年 6月 18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并

由法院指定了清算组。贵公司是东经公司股东之一，现清算组要求贵

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清算组说明情况，并移

交公司印章、证照及财务账册等，即使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未能

具体经手保管财务账簿，仍然负有在清算程序中保证公司会计账簿完

整，并向清算组移交的清算义务。如股东未能全面履行该清算义务，应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通知。

联系人：范点点 电话：15895983078 邮箱：455387118@qq.com

南京东经创新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7月26日

通 知
韩国三刚株式会社：南京三刚照明器材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6

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并成立了清算组。贵

公司是三刚照明的股东之一，现清算组要求贵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在接

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说明情况，并移交公司公章、财产、财

务账册及文件，即使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未能具体经手保管财

务账簿，仍然负有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保证公司会计账簿完整，并向清算

组移交账簿的清算义务，如果股东未能全面履行该清算义务，应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通知。

联系人：杨曦 电话：13912980776 邮箱：njcjyangxi@126.com

南京三刚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