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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影响更多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申在珉看来，这对未来是有价值的。
一年又一年。如今，盐碱干湖盆上埋头
认真劳作的那些年轻身影以及每年招募启示
发布后收到的海量申请表，都无声而有力地
告诉申在珉和他的同事，9 年前那个决定是
正确的。

现代汽车集团联手各界治理内蒙古盐碱干湖盆 12 载

从荒漠里长出的绿色希望
本报记者 聂传清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 “生态和平亚洲”中国办事处主任朴祥镐用一
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内蒙古又是中国荒
口流利的中文细致讲解眼前所见的来龙去脉。
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
12 年前，这名来自韩国的环保工作者和
份之一。
现代汽车集团的同仁一起来到锡林郭勒大草
如何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不仅
原，开始盐碱干湖盆的治理工作。前五年，
出现在诗中，更呈现在眼前？近年来，不少
他们在查干诺尔盐碱干湖盆开启第一期治理
人走进内蒙古，同当地政府和民众一起，治
项目，在草原腹地铺上了 5000 多万平方米的
理荒漠化，还绿大草原。在这其中，有一群
一年生碱蓬、芨芨草等固沙植被，湖盆生态
韩国友人，他们不远千里，深入草原腹地， 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2014 年，他们又将宝
埋首治理盐碱干湖盆，已有整整 12 载。在他
绍岱诺尔、哈根诺尔等地的盐碱干湖盆作为
们努力下，贫瘠的土地长出了绿色的希望。
第二期项目的治理对象，并在一期项目基础
上，探索治理盐碱地的更好方法。
治理盐碱地难吗？幅员辽阔、交通不便、
风，应该是看不见的
施工困难、干旱缺水、沙尘暴多发、气候变化无
“风是什么？风是呼呼的声音，风是看不
常……朴祥镐一口气都说不完碰到过多少困
见的。”一名蒙古族环保工作者曾经写下这样
难。
“ 我们试验了几十种植物，才发现碱蓬、碱
的文字，描绘养育他长大的草原上纯净的空
茅草这两种可以在盐碱地成活的植物。”
气。然而，近十几年来，“草退沙进”现象一
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坚持？现代汽车
度严峻，受荒漠化问题影响并困扰的不仅仅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社会责任贡献部部长申
是中国。
在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企
2002 年，一场“看得见”的沙尘暴肆虐
业、环境、地区、人是发展的共同体。内蒙
东北亚，大量盐碱颗粒裹挟其中。泛黄的天
古盐碱干湖盆治理，关系东北亚地区的可持
空、污浊的空气拉响环境保护的警报。在中
续发展，也关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
保护环境视作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蒙古等沙尘源地区进行跨国防止荒漠化
行动成为国际社会着手酝酿的议题。
申在珉介绍，截至目前，现代汽车集团
2008 年，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将目光锁定
在“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中投入的
内蒙古，联合韩国国际环保组织“生态和平
资金累计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亚洲”共同开启“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
工作。
把绿色的种子撒进心里
何为盐碱干湖盆？7 月下旬，本报记者
6 点，晨光微熹，牧民家的牛羊刚刚走
来到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哈根诺
尔，一探究竟。
出圈舍，一群年轻的身影陆续从项目基地的
蒙古包里“钻”了出来。简单收拾之后，他
车子从“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
基地出发，在一片广阔的草场上，沿着浅浅
们挨个儿跳上卡车后车厢，向不远处的盐碱
干湖盆驶去。
的车辙向深处开去，两边草色青青，不时可
见悠闲踱步的牛羊。然而，不到 10 分钟，眼
一天的劳作开始了。男生们用铲子在坚
硬的盐碱地上凿出一条沟，再将成捆的红柳
前景色陡然一变，一片白茫茫的贫瘠土地
“冲”入视线，望不到边。这就是让风有了
枝挑拣出来，徒手折成齐膝高长短；女生们
接过枝条，俯身插进泥里，一根紧挨一根，
“颜色”的源头之一。
“我们脚下的位置原本是一个巨大而美丽
排得密密麻麻。
太阳越爬越高，地表温度快速上升。伴
的湖泊。随着地下水位下降，湖底裸露出
来。又因干旱、盐碱度高，几乎没有原生植
随落入泥土便旋即蒸发的汗水，一道道犹如
篱笆的沙障向远处延伸开去，守护着那一簇
被生长。一旦遇上大风天气，这里容易形成
沙尘或盐碱尘暴，严重威胁周边的天然草场
簇在盐碱地里顽强扎根的碱蓬和碱茅草。
“我们这几天的目标是插植两排 80 米长
乃至更远的地方。”站在一片干涸的土地上，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面包新语私人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17)京 73 行初字
5326 号原告锦州市味道新语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人面包新语私人有限公司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
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第三人参加诉讼通
知书、
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
原告证据、
被告答辩状、
被告证据以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上午 10:30 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
（2019）京 04 民初 619 号 郭 政 杰（Kuo
Justin cheng-chieh）：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学 东 与 被 告 郭 政 杰（Kuo Justin
cheng-chieh）、
陈丽、
吴振华、
盖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9）京04民初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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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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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程艳：
本院受理陈文与郭佳及陈武和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3 个月，
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 2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114 民初 16233 号 何淑珍：本院受理原
告李常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京 0114 民初
162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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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
（2018）京 04 民初 446 号 诺蓝中东公司
（Novum Middle East）：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天平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诺蓝中
东公司（Novum Middle East）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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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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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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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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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号 吴鑫（WU，
XIN）：
本院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邓哲、吴鑫（WU，XIN）、香喷喷
（北京）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邓哲在上
诉期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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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景绍亮、景锍庄：本院受理原告景绍达、景毓芹、景
绍明、雷光诉你们及黄立炯、黄少炯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四原告起诉要求：1.位于
北京市西城区小石桥胡同 3 号院 2 号楼 3 门 3 号房屋由原告雷光、被告黄立炯共同
继承；2.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石桥胡同 3 号院 2 号楼 3 门 13 号房屋由原告景绍达
继承；3.诉讼费由景绍达、雷光、黄立炯承担。现依法向你们二人公告送达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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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北区三层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 南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18）鲁 0191 民 初 1290 号 AMY
YAN JIN（护照号：469575409）、卢云华：本院已受理原告韩增富诉你们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 9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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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木和彦（日本籍）：本院对曹立娟诉你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吉 01 民终 2679 号二审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祝晓琳、苏明玮：本院受理原告苏林、苏乃田、苏迺
旻与被告祝晓琳、苏明玮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 0102 民
初 760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驳回原告苏林、苏迺旻、苏乃田的起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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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祝晓琳、苏明玮：本院受理原告苏林、苏乃田、苏迺
旻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已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开进行宣判，原告苏林、苏乃
田、苏迺旻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撤销西城区人
民法院（2018）京 0102 民初 7607 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
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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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 30 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113 民初 26657 号 CATHERINE LEE：
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向伟诉被告 CATHERINE LEE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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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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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洪太花：本院受理刘忠诉你离婚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辽 0113 民初 8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9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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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学军：本院受理原告王丽群与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辽 0113 民初 173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9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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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辽 0302 民初 194 号 孙梅：
本院受理吕
岩诉你、
孙明、
孙阳、
营口渤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
营口渤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
本案移送辽
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如不服裁定，
可在裁定书送达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06 民初 4084 号 韩宝军、
余玉捷：
本院受
理原告姚寒梅诉你们及张玉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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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飞龙（身份证号：330302196906110410）：
本院受理原告胡方州、
胡笑芬、
胡春肖、
胡筱敏诉你方继承纠纷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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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草原是要大家来保护的

瑜

图为参加
2019 年“内蒙
古盐碱干湖盆
治理”项目的
部分大学生志
愿者，在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哈根诺
尔的盐碱干湖
盆插植沙障。
沙障用红柳枝
做成，可以减
轻风沙对播种
在盐碱地里的
碱蓬和碱茅草
等植物的侵
扰，使之更好
存活。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的沙障。谈不上辛苦，就像之前参加过这个
项目的朋友和我分享的，很值得来。”范志辉
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工程专业的一名在读研
究生。在 7 月 17 日至 22 日的 6 天里，他和其
他 59 名来自京津地区的高校大学生，作为现
代汽车集团 2019 年“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
项目的第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哈根诺尔。
插植沙障，做生态笔记，体验牧民生活，
对于这群来自城市的“90 后”、
“00 后”而言，
一切所见所闻都是新鲜的，也是震撼的。
“我们从基地出发，车子开了没多久，前
一秒两边还是绿油油的草地，突然下一秒就
变成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那一瞬间，我特别
震惊，原来盐碱地离草原这么近，环境破坏
这么严重。”余雪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
这 个 20 岁 的 女 孩 因 为 专 业 实 习 去 过 很 多 省
市，见过多种地貌。但她对本报记者说，这

的规定，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302民初 46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内，
来本院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朴铁君：本院受理原告张庆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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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北区）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世迁：本院受理原告侯鹏、王娟诉被告尚
世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0303 民初 60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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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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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原告周绪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重庆市北碚区人民
法院（2019）谕 0109 民初 32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周绪兰与被告
骆健文离婚。二、
各自穿戴归各自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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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送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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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晋瑞、李玲：本院受理原告任述恺、任毅与被告
李晋扬、李晋瑞、李玲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因任述恺在诉讼中去世，本院依法通知
其继承人任萍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00 在本院奥运
村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06 民初 4835 号 泰希玲：本院受理原
告臧妍、臧学华诉你及秦希明、秦希仲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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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辉升：本院受理原告宁丽丽诉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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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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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冨田武士：本院受理原告陈婷婷诉你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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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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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睿众投资有限公司、被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至本院要求 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合同赔偿金 399255 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
付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 日欠付租金 146175.33 元；3.二被告支付逾期付
款违约金，以 133085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 2016 年 2 月 2 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加上以 13090.33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
2016 年 3 月 2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4.二被告支付 2016 年 3
月 4 日至 2016 年 3 月 14 日占用费 143993.60 元；5.被告已支付押金 418969.81 元抵
扣上述费用后不予退还。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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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08 民初 10560 号 丁亚丁：本院对刘恩
桂、丁若丁诉你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8 民
初 105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丁海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66
号楼 5 层 506 号房屋由丁若丁继承。二、丁若丁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丁亚丁
支付房屋折价款 1088900 元。三、丁若丁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办理北京市海淀
区学院南路 66 号楼 5 层 506 号房屋的过户手续，刘恩桂、丁亚丁予以协助，鉴定费
18800 元，由丁若丁负担 15670 元（已预交），由丁亚丁负担 3130 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 7 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57534 元，由丁若丁负担 47945 元（已预交），由丁亚丁
负担 9589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公告费 5600 元，由丁若丁负担 4670 元
（已预交 2100 元），余款 257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由丁亚丁负担 930 元，
于本判决生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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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德国塞克有限公司（Cyklop GmbH）：本院受理原
告常州润晟捆带制造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京 0102 民初 2404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驳回原告常州润晟捆带制造有限公司的起诉。自本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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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 0102 民初 2869 号 陶园：本院受理
原告李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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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满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整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 0103 民初 7619 号
李杰：
本院受理原告黄湄诉被告秦璎琳、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2019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第六法庭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知书。原告起诉请求：1.两被告连带偿还原
告借款 80 万元及利息；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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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翠华：本院受理（2018）粤 0105 民初 6492
号原告谭文晖诉被告谭翠华继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完结，现因被告谭翠华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特
向被告谭翠华公告送达（2018）粵 0105 民初 64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本案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谭炳超在位于广州市郊区东
华五巷 4 号房屋中所占有的全部产权份额由原告谭文晖继承。本案受理费 14205
元，由原告谭文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和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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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 7 日内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的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一次是最难忘的。
“短短 6 天，我们能插的沙障是有限的，
但我们可以把在这儿学到的环保知识、环保
理念传递给更多人。我相信，意义更大。”这
是余雪参加此次志愿活动的体会，也正是现
代汽车集团的初心。
早在“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启动之
初，现代汽车集团便组织在华员工和韩国大
学生到内蒙古参加公益活动。2010 年，在有
了丰富经验、做了充分准备之后，集团开始
定期招募京津地区的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十
余年间，4000 多名志愿者来到这里，其中大
部分是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储备丰
富，未来有无限选择。这样一群不同专业、
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关注同一个问
题，能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方案，可不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由芝鹏：本院受理由芝芬等诉你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由芝芬等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现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及二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节假日顺延）8 时 30 分在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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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民初 4735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南楼 415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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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庚哲龙：本院受理原告安图县蓝海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庚哲龙、刘玉先（2019）吉 2426 民初 912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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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时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楼 211 室选择鉴定机构，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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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琳、周萍、巴德玛（DEMA BA）：本院受理刘凤琴
诉被告周萍、苏琳，第三人卓玛、巴德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刘凤琴要求：1.判
决确认二被告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签订的关于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 2 号、先农坛街
1、甲 9 号 5 号楼 10 层①-10-5 号房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南区第 6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傅金龙：本院依法受理原告赵西杰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 民初 5645 号案件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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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莲玉：本院受理原告徐凤学与被告崔莲玉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 2426 民初 183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之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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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嫣、ROBERT 黄：本院受理原告郭
仁林、郭开东与被告北海市秋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陈颢天、陈文良、刘华远、黄
嫣、ROBERT 黄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告知审委会委员
通知书及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3 民初 287 号 东大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洛阳晶润镀膜玻璃有
限公司及你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
知书、
举证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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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1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VO THI THO：本院受理原告王秋生与你离婚纠
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
判令与你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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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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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3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人民法院公告 福尔摩斯·查尔斯·李（HOLMES
CHARLES LEE，
美国阿肯色州）：
本院受理原告黄云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离婚案件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告知书、证据副本等。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2020 年 1 月 8 日 9 时在本院家事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104 民初 11427 号 戎亮、张军、
张钊玮：本院受理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淮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财产保全裁定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南京市秦淮区俞家巷21-1号）第十七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如皋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张一熙、被告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京 0101 民初第 2317 号案件起诉书、应诉通知
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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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
并定于
2020年1月1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志明：本院受理原告常敏与吴志明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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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327 民初 1573 号 潘锦仙（PHAN CAM
TIEN，越南籍）：本院受理原告赵金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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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诉讼文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
月内到本院桥头法庭应诉，
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桥头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未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震：原告李万宽与程京献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宁璐担任审判长，与本院随
机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窦文冉担任法庭记录。李万宽诉
请：1.请求判令程京献向李万宽支付本金 960 万元；2.请求判令程京献向李万宽支
付利息 200 万元；3.请求判令程震对上述程京献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程京献及你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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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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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东 3-4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站在哈根诺尔盐碱干湖盆中心，向四处
眺望，灰白色的土地上，稀疏的绿意由远及
近，正在铺陈开来。仔细看去，有些植物已
经高过人们的膝盖。
“那些高高的是芦苇。二期项目启动后，
我们发现芦苇和碱茅草一样，都适宜盐碱地
的土壤环境。不同的是，碱茅草长在干燥环
境中，芦苇则能在水中生长。盐碱干湖盆地
地势低洼，下雨时会有积水。如果同时播
种、移植碱茅草和芦苇，可以提高作业的生
存率、降低损失。”朴祥镐望着不远处的一簇
芦苇丛，眼里闪着光，“我们的目标是今明两
年在这里完成 5000 亩植被种植。如果它们能
够成活，并且自己扩散，那就好了！”
这群“绿色播种者”始终坚持在绝境中
找寻希望，从未想过止步。
为了加强治理力度，二期项目在正蓝旗
建设了现代生态园育苗基地及生产基地，用
以育苗试验、治理筹备等工作。申在珉介
绍，今明两年，在做好防固风沙的同时，项
目的工作人员会在哈根诺尔集中进行碱茅草
和芦苇的大规模播种和移植，验收二期项目
的试验成果和治理效果，并以此为基础筹划
现代生态园三期项目计划。
盐碱干湖盆正在渐渐绿起来。在人们心
里，一颗绿色的种子同样已悄悄萌芽。
“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负责人鹿
美娇告诉记者，现在她和同事每次来到盐碱
干湖盆，大家都会相互提醒，“小心脚底，这
是刚刚播种的地方”“不要踩这，它们刚刚发
芽”。在他们眼中，每一颗种子、每一个绿芽
都是希望，都值得呵护，而从点滴细微处保
护环境的意识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成为一
种习惯。
在申在珉看来，相比盐碱干湖盆的形成
历史，12 年不值一提。“我们希望用实际行
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聚集更多力
量，共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如
今，企业员工、大学生、媒体志愿者陆续加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汇入贫瘠的盐碱干湖
盆。人们有更多理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这里会再现丰茂水草，哺育成群牛羊。
“像锡林郭勒盟这儿的天然草原，太珍贵
了。”朴祥镐望向远处苍茫的草原，那是他心
之所系的向往。“保护草原，治理荒漠化，这
是不分国界的。爱草原，就要过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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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厦门水仙私人有限公司（新加

CHYE（欧阳添财先生）：

1995 年 7 月 30 日你我双方签订了一份《中外合作兴办“厦门市杏
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合同书》，双方合作成立厦门市杏林龙宫娱
乐城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 21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发外经贸厦外资
字[1995]334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成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即厦门市杏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1995 年 11 月 3 日原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核准厦门市杏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登记，颁发了企作
闽厦总副字第 0307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欧阳添财先生担任厦门市
杏 林 龙 宫 娱 乐 城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长 及 法 定 代 表 人 。 2010 年 2 月 17
日，厦门市杏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你方未依约按时如数缴付注册资本及投入资金，致使厦门市杏
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的项目自 1998 年起至今处于停工状态，厦门
市杏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从未开业经营。2001 和 2004 年我方多次
催告你方及时解决相关问题，你方都未作任何答复。
根据合同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我方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公司
法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的，股东应当在解散事由
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现通知你方：1.《中外合作兴办“厦门市杏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
司”合同书》即日起解除。2.15 日内与我方成立清算组，对厦门市杏
林龙宫娱乐城有限公司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我
方将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
厦门市杏林工人文化宫娱乐中心
2019 年 8 月 13 日

公

告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桃杨路三条 22 号 7 号【房屋权证号：崇私
19750】的私产房屋已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正式纳入望坛棚户区改造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该房屋至今闲置，证载权利人
杨淑玲（身份证号：110103195803111007）已故。现请杨淑玲法定
继承权人及认为对该房屋享有权益的其他权利人于 7 日内按照以
下方式，与工作人员联系办理该房屋征收事宜；逾期无人主张权益
的，将依法适用被征收人死亡的相关规定，申请区政府直接作出补
偿决定。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王超

叶权

电话：010-67265156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9：
00—12：
00 下午14：
00—17：
0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甲 17 号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9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