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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将在中
国正式打响，32 支球队将在 8 座城市陆续亮
相。首次来到中国的男篮世界杯，将为全世界
球迷带来一场群雄逐鹿的盛宴。

中国男篮上一次以东道主的身份征战世界
大赛，还要追溯到10多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彼
时，姚明领衔的中国男篮从小组赛中艰难突
围，闯入8强。如今，再次迎来家门口作战的
机会，新一代的男篮球员正摩拳擦掌。

确保奥运 力争出线

本届世界杯是男篮世锦赛更名后的第二届
比赛，也是首次扩军到32支球队。从8月31日
至 9 月 15 日，各支球队将在北京、广州、南
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东莞8座城市
展开激战。

作为东道主，被列为A组种子队的中国男
篮3场小组赛将全部在北京作战，同组的对手
包括波兰队、科特迪瓦队和来自南美洲的委内
瑞拉队。如果能够获得前两名从小组突围，中
国男篮将转战佛山，继续冲击8强，否则将赶
赴广州，进行17—32名排位赛。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将比赛成
绩同东京奥运会名额挂钩——各大洲 7个成绩
最好的球队，将得到直通奥运会的机会。这也
意味着，中国男篮要想搭上奥运直通车，不仅
要在同对手的直接交手中拿出真本事，还要在
同伊朗、韩国、菲律宾、日本队的成绩比较中

“笑傲亚洲”。
在去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男篮红队

一举夺冠，让球迷看到了中国篮球在亚洲的强
势地位。而在“红蓝合体”组成国家队后，中
国男篮被寄予了更多期望。毕竟，在世界大赛
的舞台上，中国男篮已经许久没有尝到过胜利
的滋味了。3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以4
分之差憾负委内瑞拉队，大比分不敌实力强劲
的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塞内加尔队，最终
黯然出局。

不过，随着中国篮球的改革加速和人才涌
现，中国男篮让球迷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

“08一代”的姚明和李楠如今站在了篮协主席
和国家队主帅的位置之上，周琦等希望之星也
有了征战 NBA 的经历和能力。能不能顺利拿
到奥运会门票？能不能再进世界8强？一切悬
念将逐渐揭晓。

从目前的分组形式来看，与中国男篮同组
的波兰队和委内瑞拉队虽然世界排名都比中国
队高，但都不属于绝对的强队，非洲新军科特迪
瓦队更是很难对中国队造成麻烦。因此，如果中
国男篮能够凭借主场优势、打出正常水平，应当
有小组出线甚至力拼小组第一的实力。

对于小组赛的前景，中国队球员郭艾伦表
示，中国男篮的机会不错，但必须每场比赛都
全力以赴。“我们要跟不同风格的球队交手，
要调整好状态、努力争胜，这样才能够晋级下
一轮。”

更加成熟 全力以赴

在出征世界杯前的最后两场热身赛上，中
国男篮都输给了同一个对手——巴西队。不

过，球队的表现一场比一场好。首场比赛，中国
男篮以6分优势进入最后一节，却遭到对手的翻
盘。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在前三节落后的情况
下绝地反击，险些追平比分，最终以70∶73惜
败对手。

南美劲旅巴西男篮目前排名世界第 12位。
李楠表示，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要让所
有队员知道球队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对阵巴
西这种高水平球队应该怎么打。

虽然比赛结果令人遗憾，但经过长时间的
打造和磨合，如今的中国男篮无论在精神面貌
还是战术能力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从阵容上
来看，易建联、郭艾伦和周鹏都参加过世界
杯，赵继伟、周琦、王哲林和翟晓川等中生代
球员则打过里约奥运会。在球队整体较为成熟
的情况下，确保奥运资格、力争小组出线应当
是中国男篮最基本的目标。

“通过一个夏天的训练，全队在精神层
面、身体条件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将会全力
以赴投入到世界杯的大战当中。”易建联说。

对目前的中国男篮来说，伤病是最大的敌
人。此前，丁彦雨航因伤离队，周鹏在不久前
的训练中脚踝受伤，周琦也在首场对阵巴西男
篮的比赛中意外崴脚。所幸，两人的伤势并不
严重。李楠也表示，周鹏和周琦都在顺利恢
复中，不会影响世界杯出战。

“希望球员减少伤病，顺利完成备战工
作，打好世界杯小组赛。我们会针对之前比
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尽量想到前面，
在 最 后 的 备 战 期 把 所 有 的 问 题 尽 快 解 决
掉。”李楠说。

男篮世界杯男篮世界杯3131日开打日开打

中国男篮中国男篮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

● 北京五棵松体育馆

北京将承办16场比赛，其中包
括半决赛与决赛。科特迪瓦、委内
瑞拉、波兰与中国队同在A组，小组
赛全部在北京赛区进行。

● 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

分在D组的安哥拉、菲律宾、意大
利和塞尔维亚将在佛山进行比赛。如
果中国队能够从小组出线，将在这里
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

● 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

B 组赛事将在武汉进行，4 支队
伍分别是俄罗斯、阿根廷、韩国和尼
日利亚。如果中国队能从小组出线，
就将同B组的前两名争夺8强名额。

● 广州体育馆

C组的西班牙、伊朗、波多黎各和
突尼斯队将在广州展开比拼。其中西
班牙队实力强劲，几乎可以预定出线
名额。

●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E组的土耳其、捷克、美国和日
本队将在上海展开角逐。卫冕冠军
美国队由于众多大牌的退出，本届
的“梦之队”有些名不副实。

● 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

F组的4支球队分别是希腊、新西
兰、巴西和黑山队。其中，拥有“字
母哥”扬尼斯·安特托昆博的希腊莫过
于出线的最大热门。

● 深圳湾体育中心体育馆

多米尼加、法国、德国和约旦
将在G组相遇。老牌劲旅德国队和法
国队的狭路相逢，值得一看。

● 东莞篮球中心

H组可谓是本届小组赛的“死亡之
组”。加拿大、塞内加尔、立陶宛和澳大
利亚队实力相当，谁都有出线的实力。

在很多球迷心中，以姚明、王治郅、易建联为代表的“08一代”是中国男
篮的巅峰时刻。很多人希望男篮队员在世界杯上再现高光时刻。 张武昌作

林嘉伟整理

八城共办世界杯中国队球员和主教练展示队服中国队球员和主教练展示队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孟永民摄摄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ZENG YIN YAN（中文名：曾银燕）：曾秋莎与你、
曾萍、付瑞芝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均等分割被继承人曾庆捷的遗产；2.诉讼费由 ZENG YIN
YAN（曾银燕）、曾萍、付瑞芝承担。）、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本案证据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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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海淀法院复
兴路法庭笫22法庭，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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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涛：本院受理原告忻星（XIN
XING）诉被告忻涛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决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变更诉
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及房屋评估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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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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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旅泉、汪醒初：本院受理原告汪澄诉你们及汪宇
飞等人遗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1民初283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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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环球媒体管理电影集团（Global Media Manage-
ment FilmGroup，LLC）：本院受理的原告北京东方天艺数码影业有限公司与被告
新影佳映（北京）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查明案情需要，现通知你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此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盛荣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通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加诉讼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北京东方天艺数码影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
告新影佳映（北京）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600000元；2.请求被告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反诉原告
新影佳映（北京）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北京东方天
艺数码影业有限公司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20 万
元；2.案件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公司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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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3-47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GILLIAN LI（中文名：李志樑）：本院受理的原告王
碧鸿诉被告GILLIAN LI（中文名：李志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京0105民初449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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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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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10147号 赵红宇：本院受理赵
广宇、卜淑琴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通知你
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参加诉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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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法庭进
行谈话，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8民初29846号 高连友：本院受理原告
赵丹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8民初2984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丹梅的诉讼请求，不予离婚。案件受理费150元，由赵
丹梅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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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碧玉：本院受理原告郭寒秋诉被告王碧玉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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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
运村法庭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鸣：本院受理原告刘文燕诉被告张鸣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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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
法庭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302民初4618号 张飞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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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原告胡方州、胡笑
芬、胡春肖、胡筱敏不服本院（2019）浙0302民初4618号民事判决书，向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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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三十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公共采购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五州大宗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国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金敬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原告补充证据（二）》及《原告补强证据》、交换证据（质证）
传票、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11月20
日上午 9：30到本院第十五法庭证据交换（质证）；于 2019年 11月 20日上午 9：30
到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雅摩得卓球株式会社：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初3191
号原告鞍山食带快餐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雅摩得卓球株式
会社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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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证据、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2月10日上午10时整在本院
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若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2019）浙0302民初8133号 林建华（身份证号：
330324197406282825）、林建铭（身份证号：330324196709272830）：本院受理原告林建
忠诉你方法定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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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三十日内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

2019字12月26日下午15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NANDWANI，Sunita Ram：本院受理益雅基服务有
限公司与NANDWANI，Sunita Ram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463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确认
益雅基服务有限公司（H L K SERVICES LIMITED）与NANDWANI，Sunita Ram
于2018年9月21日签订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国宾花园国谊大厦801
室房屋的《借名买房协议》有效。二、驳回益雅基服务有限公司（H L K SERVIC-
ES LIMITED）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20元、公告费1400元，均由益雅基
服务有限公司（H L K SERVICES LIMITED）负担（已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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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裕：本院受理（2018）京0101民初18273号尹维与
你、王文芳、杨洋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1
民初18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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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向新：本院受理原告许小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李堡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玉玲：再审申请人刘淑芹因与被申请人高桂
英、王伟、孙巍、苏朔仙、王莉丽及原审被告高春、米振东、高玉华、高玉玲、王长
荣、高玉莲、高玉波、孙兴潮、孙毓棠、孙毓萍、孙世波、孙毓香析产继承纠纷一案，
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7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
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京01民申4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刘淑芹的再审申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日东电工株式会社：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75号
原告陈淦森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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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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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任天堂株式会社：本院受理（2018）京73民初1109号原
告七百二十度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任天堂株式会社、北京乐波通达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被告参加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
告答辩状、被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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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法定节假
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方
如未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可可：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0520号任秀
文、韩十月、韩七月、韩达、韩斗斗与你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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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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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621民初1131号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
告范从华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苏0621民初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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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621民初1129号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
告金国兵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苏0621民初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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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燕乡：本院受理原告田燕石诉你与王兰芳、田燕
苗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继承人田济民名下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4号甲4区20号楼54门2层03号的房屋产权归
原告所有。二、请求法院指定原告代管被告田燕乡依法应当继承遗产份额的折
价款。三、请求法院判决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用、评估等费用由被告田燕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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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三层十法庭开庭审
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VIEGSAMONE TANMAITHONG：本院受理原告
杨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庭审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及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旧州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新
扬子造船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王
磊一案，本院依法裁定变更申请人吴江金科扬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2018）京03
执751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3执异45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通过本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辽0302民初4762号 宋颖：本院受
理张泽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张泽升诉称要求请求法院判决张泽升与你离婚；婚生女
张益涵随张泽升生活，宋颖每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至张益涵已满18周岁且能独
立生活时为止；个人衣物归个人。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融
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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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奕国、杨尤阿满：本院受理原告莫春方、林小英、
林金玉、林敏华诉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陈文宗与你们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陈文宗就（2018）京0101民初939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本院已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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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移送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ZHAI YING（中文名：翟颖）：原告王玉友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王玉友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与ZHAI YING

（中文名：翟颖）离婚。此案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本院审判员孙婉仪担任
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孟盼盼担任法庭
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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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15分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东2-1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13 民初 5177 号 BAUER OLAV
KRISTOFFER（中文名：庄小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邓同峰诉被告BAUER OLAV
KRISTOFFER（中文名：庄小龙）、北京邬巢世纪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第三
人祝莺燕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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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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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育智（WANG，YU-CHIH）：本院受理原告赵
越与被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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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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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育智（WANG，YU-CHIH）：本院受理原告赵
越与被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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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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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育智（WANG，YU-CHIH）：本院受理原告唐
艳玲与被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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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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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育智（WANG，YU-CHIH）：本院受理原告唐
艳玲与被告北京奇境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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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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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小川：本院受理（2019）黔01民特218号申请
人艾莉萍与被申请人黄小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580 号 NERGUIBAYAR
MUNKH-ERDENE：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北 京 厚 泽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诉 NER-
GUIBAYAR MUNKH-ERDENE等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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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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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桂0603民初1450号 李
家辉：本院受理原告叶艳冬诉被告李家辉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桂0603民初145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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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天内。本案定于2019年12月3日下午3点30分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氏清惠：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文教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判决准许张文教与你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皖0802民初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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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敏燕、秦威：本院受理原告孙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18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幸（NGUYENTHIHANH）：本院受理徐荣伟
诉你（2019）浙1024民初3140号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原被告离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602民初3850号 余泽龙：原告
刘燕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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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予原、被告离婚；
2.婚生女由原告抚养教育，被告自2012年12月起每月支付婚生女抚养费2000元
至婚生女年满18周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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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汉屏、刘琼：本院受理原告刘健刚、陈婉
齐诉被告刘汉屏、刘琼共有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
达（2018）粤0307民初16937号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30日。并定于2020年12
月30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芳（NGUYEN THI PHUONG）：本院受理谌理
江诉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川0781民初3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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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 0591 民 初 2654 号
ASUMADU MI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本院受理原
告徐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原被告双方离婚。2.判令你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因无法使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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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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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黎氏蓓竹（越南籍）：本院受理的（2019）皖1021民初
2032号原告汪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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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铉浩：本院受理（2019）吉0211民初934号
赵京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赵京淑，女，
朝鲜族，身份证号码：22022219700709***6。被告：全铉浩，男，朝鲜族，身份证号
码：22022119690625***3。诉讼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全铉
浩系夫妻关系。双方于 1996 年 2 月 9 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全海燕现已成
年。婚后双方经常发生争吵，感情破裂。全铉浩于2016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无音
信。现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开庭传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内，并定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依法不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相应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初158号 钟嘉年：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圆方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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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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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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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判决原告霍鹏与你离婚，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19）冀0125
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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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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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桂 07 民终
217号 孙元隆：本院受理吴锦越、周荣玲、陈春玲、李维彬与你及广西钦州市钦
南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司、钦州市宏富农业有限
公司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桂07民
终21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鲍隆杰（110104196401162056）：本院受理原告鲍丽
娜与你、被告鲍隆武、鲍海之继承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继承母亲张秀珍遗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南里8号楼17门3层302号
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不要求析产；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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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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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大庆：本院受理原告张华毅、刘淑兰、刘伟与张
大庆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
交的证据、鉴定报告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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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北京市朝阳区
六里屯西里七号楼2020法庭）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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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上诉状、取消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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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裁定书、上诉状、取消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PHOA SAM AT（柬埔寨籍）：本院受理的（2019）皖
1021民初1758号原告汪洪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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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通 知
美国艾比西电器公司、Min Fang、Kaiyou Fang：南京希通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希通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并由法院指定了管理人。贵方是希通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

表人或高管，现管理人要求贵方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管理人说明

情况，并移交公司印章、证照及财务账册等。如贵方未能全面履行该配合清

算义务，需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构成妨害清

算罪的，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希通公司与南京六邦商贸广告有限公司存在土地转让纠纷，请贵

方提供有关资料并协助管理人处理有关事项，否则产生的不利后果由贵方

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联系人：姜娟娟 电话：15751861127

邮箱：1750001791@qq.com

南京希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