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9月21日 星期六

新成果：区域一体硕果累累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投

资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简称东盟
自贸区）的升级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 10 年保持为东盟
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今年 1—6 月，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额 2918.5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2%。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
累计投资额达 2057.1 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 15 年间增
长 22 倍，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为
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 年 1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
书》 完成了中国和东盟 10 国所有的国内程序，全面生
效。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入升级发展的新阶段。

“东盟自贸区根据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发展需要不断
升级完善，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体制升级，给世界范围
的其他自贸区建设提供样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
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大数据创新实验室负责人翟
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中罗勇工业园、
越南龙江工业园等经贸园区已落成或运营。澜沧江—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中
南半岛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等大型区域和次
区域合作项目不断推进，为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东盟国家开展产能制造合作等多领域合作搭建载体，
创造机遇。

“东盟自贸区降低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关税，减少
了非关税壁垒，降低了贸易成本，释放了潜在的比较优
势，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东盟自贸区的发展成就，增
强了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合作的预期和信心，企业的主
动加入拉动了贸易增长，带动了贸易投资的良性循环。”

新阶段：“一带一路”带动合作
中马“两国双园”、中缅油气管道、印尼雅万高

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合作走深走实。东博
会、商务与投资峰会也成为中国—东盟重要的开放合
作平台，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具有天然
对接的属性。”翟崑指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
互通，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框架是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与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框架目标大致相同。

今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功举办，东盟 10 国均派高级别政府代表团出席，
达成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签署了新一
批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互联互通
规划的对接，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设
施联通，直接降低了沿线国家企业的运输物流成本，
增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打开了东盟国家潜在的贸易
市场。”王玉主认为，“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
升级，一是需要东盟国家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新区域性投资，尤其是超越基础设施投资的产业
投资，布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生产网络；二是需要
中国帮助东盟国家进入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贸易网
络，形成新的贸易增量”。

新愿景：构建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落实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

景》（下文简称 《愿景》） 的开局之年。今年东博会展
览内容突出展示 《愿景》 涵盖的贸易、投资、产能合
作、数字经济、科技、金融、电子商务、旅游等内
容，旨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多领域合作。

共同的合作愿景，基于不断提升的合作成绩。
据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 年 ， 中 国 与 欧 盟 、 东 盟 、 美 国 的 贸 易 额 分 别 为
3380 亿美元、2918.5 亿美元、2583.3 亿美元，中国与
东盟贸易仅次于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超过中国与美
国贸易额。

“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演变的当下，中国与东
盟的经贸关系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性，东盟
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体现了中国
与 东 盟 长 期 以 来 发 展 制 度 性 经 济 合 作 的 长 期 功
效。”翟崑说。

本届投资峰会创新了办会模式，将峰会年会与全
年办会相结合，除了每年 9 月在南宁举办的年会活动
外，还在全年其他时间在不同城市举办峰会框架下各
类专题活动，系列活动贯穿全年，涉及领域兼顾各个
行业。东博会通过创新办会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贸
易投资促进活动，促进双方产业深入融合。

以 《愿景》 为发展蓝图，中国将大力推动国际陆
海新通道建设，积极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加快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以东博会为桥梁，中国与东盟各国将开展更
紧密的合作，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双边贸易不断扩大 投资效果不断显现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高 乔

9月 21日至24日，以“共建‘一带一路’，共绘
合作愿景”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8场
年会活动、9场专题活动、33个论坛、1700余个国外
展位、3.4万平方米国外展览面积，首次举办“东博
会全球发布”活动，首次编印东博会蓝皮书……今

年的东博会更大规模，更多亮点。
今年是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

愿景》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经
历16年持续培育，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硕果累累，
开放合作平台更加成熟，中国东盟合作正向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新阶段更进一步。

环 球 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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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纪念封在京揭幕
本报北京电（严瑜、胡瑞宁）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和中印建交69周年，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发起，中
宇力度文化有限公司主办的“‘封’行万里，不忘初心”项目日
前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印度纪念封的揭幕仪式。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华和印度驻中国大使
馆公使阿基诺·维梅尔在活动中致辞并为纪念封揭幕。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华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深厚文化积淀、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
文明古国，希望通过此项活动增进中印国家间、人民间的
传统友谊与互相了解，促进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阿基诺·维梅尔表示，近年来，印中关系取得了长足发
展，高层交往增多。在最近结束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会议上，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关系的具体设想，
这将增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据悉，此次揭幕的中国—印度纪念封的邮票附图由中
国艺术家毛岱宗和印度艺术家古巴塔创作。双方合作封底
主图是一幅名为《和平天使》的油画作品。

2019中阿经贸文化交流峰会举行
本报成都电（记者李嘉宝） 9月19日，由中国侨联、全

国对外友协、四川省政府主办，四川省侨联、四川省对外
友协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19 中阿经贸文化交流峰会”系
列活动在四川成都开幕。

本届峰会以“全域开放新机遇·中阿互鉴新局面”为主
题，吸引了来自阿联酋、菲律宾的政商代表团，海外侨商
代表、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及中铁二院工程集团、中铁二局
集团、长虹集团等海内外嘉宾约370余人参与。峰会已连续
4年在成都举办。

在本届峰会的中外企业对接会上，中外政商代表纷纷
推介宣传，寻求合作机会。外商代表、海外侨商代表与国
内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对接洽谈。

9月20日，与会嘉宾出席“第三届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
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开幕式，并分赴遂
宁、资阳、简阳、德阳、绵阳等地考察，与当地企业对接交流。

图为中国—印度纪念封揭幕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Qiuming Liao（廖秋
明）：本院受理的（2017）桂03民终2347号上诉人毕才学诉被上诉人廖秋明离婚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
知、告知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于2020年2月27日上午
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十二号审判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毅峰路19
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104民初5732号 詹月康：本院
受理原告马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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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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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和答辩期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俞家巷21-1号）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辽0302民初2727号 陈茹：本院受
理陈珍诉你与陈实、陈媛媛、陈晨、王玉琴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选择鉴定机构传票及开庭传票。陈珍诉称：
1.请求确认陈珍与陈茹、陈媛媛、陈晨、陈实、王玉琴2014年5月1日签订的《父母
遗产分配协议》未生效，内容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依陈文萃书写的遗嘱，依法继
承父母遗产，位于鞍山铁东区东山街62甲12层39号（产籍号：1-16-63-3123）；2.
请求确认2004年4月23日，被继承人陈文萃与陈实之间虚假的《赠与合同》未成
立 生 效 ，依 法 继 承 位 于 鞍 山 市 铁 东 区 东 山 街 62 甲 12 层 40 号（产 籍 号 ：
1-16-63-3124）以及父母遗留的工资款共计20万元；3.请求陈茹、陈媛媛、陈晨、
陈实、王玉琴承担本案的起诉费、公告费等相关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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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25号 9时在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2020年 4
月20号9时在本院十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共同资产私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
2863 号原告东莞市格斯特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共同资产私人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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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 0303 民初 24382 号 WEI KUN
SUN：本院受理原告杨平诉被告 WEI KUN SUN离婚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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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2020年2月24日10时30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十四楼第三十一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吉01民初1807号 陈兵（BING CHEN，
澳大利亚籍）：本院受理的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与被告吉林省红
日车业集团有限公司、陈文友及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定于答辩期、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GKN服务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9）京73行初3392号原告深圳市摩行天下汽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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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N服务国际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
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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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4日9时30分在本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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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沃尔夫斯蒂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8）京73行初5322号原告杨锋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沃尔夫斯蒂尔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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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证据及开庭传票。
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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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年2月11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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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金相杓：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
2991号原告乔俊霞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金相杓专利
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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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决定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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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17日
下午1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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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雪莹、楊宇（日文名：YANAGIHIROSHI）：本院
受理原告武清斌与被告李雪莹、楊宇（日文名：YANAGIHIRO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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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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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日上午9
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TEO HWA KEAT（ZHANG HUAJI）：本院受理
原告吕林诉被告TEO HWA KEAT（ZHANG HUAJI）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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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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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利塔·诺加那普（SIRITAJ ROJANAPRUK）：本院
受理原告泰国素拉潘塔哇尼有限公司（SURAPANTHAVANIJ COMPANY

LIMITED）诉被告PUM发展有限公司（PUM DEVELOPMENT CO.LTD）、被告
北京华贸素拉潘酒店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彬、第三人斯利塔·诺加那普（SIRI-
TAJ ROJANAPRUK）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
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原告起诉状及证据材料、（2018）京民初
176号民事裁定书（保全）、交换证据传票、证据交换（质证）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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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30日。本院定于2020年2月12日9时30分到本院交换证据，2020
年2月19日9时到本院第12法庭证据交换（质证），2020年2月26日9时到本院第
12法庭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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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学英：本院受理原告孙培英、孙淑英与被告孙
蕊、孙学英法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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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孙宝树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
马甸南村6号楼6-3号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37314号）
由原告孙培英、孙淑英与被告孙蕊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孙培英、孙淑英各占有二
十四分之三份额，被告孙蕊占有二十四分之十八份额。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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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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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美国韦伯斯特家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8）京73行初1363号原告陈东霖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美国韦伯斯
特家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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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3月5日9时3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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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8131
号原告皮埃尔巴勒曼简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台湾控
股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
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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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2月18日10时50分在本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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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106民初25347号 EDUARDO
TABER MONTERO：本院受理的蒲晓颖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
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与原告离婚；2.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2月30
日10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115民初5614号
ZHANG，RICHARD（张宇平）、LI，XI PING（李希萍）：本院受理原告李盈诉被告
ZHANG，RICHARD（张宇平）、LI，XI PING（李希萍）、第三人李光晨、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交的证据、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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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
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丸山良悦：本院受理张慧娟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613民初181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卡尔文·克雷恩商标托管：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
5566号原告兰文讲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卡尔文·克雷
恩商标托管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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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城、任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涛诉被告冯德金、
刘伟勇公司设立纠纷一案，因原告申请追加你们为被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31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THU THAO（中
文名：阮氏秋草）：本案受理原告乔建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97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原告乔建
新与被告NGUYEN THI THU THAO（阮氏秋草）离婚。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案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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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924民初3482号 唐小非（居民身份证
号码：320924198401263436）：本院受理顾卫卫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使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顾卫卫要求你偿还2.5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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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人
民法院的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江苏
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内 22 民初 7 号 CHAIFANG
MISS SMITA：本院受理原告任忠森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
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遇有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本案，如未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RONALD CLYDE KOPPOS：本院受理原
告百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起诉状（要求判决双方离
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3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隆：本院受理葛际斋、葛岳阳与王慧民、王
红、王玲、王磊、陈淑梅、王霞与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粉淑：本院受理原告李晓阚诉被告李膳、蔡粉淑

（2019）吉2426民初1240号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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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
的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友恩（Elizabeth Chau）：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承乐
诉被告史伯英、史胜丽、史嘉妹、李俶卿、史维斌、史维莉、史维泰、史维康、周友恩、
周友蕊、周友惠、周秀莉十二人继承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5）
西民初字第29410号民事判决及补正裁定书，周承乐通过本院提起上诉，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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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30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移转上诉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埃隆·马斯克：本院受理的（2017）京73
行初7839号原告滕福庆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埃隆·马
斯克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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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证据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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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年2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德惠置业有限公司、山东德高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烟台泰恒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盘锦故乡农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道全经
贸有限公司、曹经庚、陈颖：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集贸批发市场综合开发服
务处诉你们撤销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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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烟台德惠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德高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烟台泰恒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盘锦故乡农场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烟台道全经贸有限公司、陈颖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曹经庚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30日
内，并定于自曹经庚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起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14民初11704号 Wang
Jin Yun（曾用名王金云）：本院受理的原告徐苗苗诉被告谢元冬与你法定继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14民初11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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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REN BOYER MICHAEL：本院受理原告王
晓锦和被告DARREN BOYER MICHAEL的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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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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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
于2020年2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伯胜：本院受理原告归庆蘋诉被告黄伯胜所有
权确认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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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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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EMMANUEL GAILLON：本院受理原告赵文国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105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原告赵文国与被告 EMMANUEL GAILLON 离婚。
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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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芸、王英：原告王林诉被告王红红、王芸、王英继
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43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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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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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04民初6174号 尼莫尔·古马
尔·达多（NIRMAL KUMAR DATTA）：本院受理原告刘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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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仁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106民初28620号
CHEN LE JIA：本院受理原告陈乐斌诉被告CHEN LE JIA继承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第（八）项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参加诉讼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六运七街6号104房由原、被告共同继承，并各继承1/2
份额，房屋暂计价150万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月17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公 告

我局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晚在盐城响水灌河一码头查获一艘涉嫌走

私的船舶，船上航海记事簿登记船名：“SHUN HANG 328”，船舶呼号：

V3CV3，船 籍 ：BELIZE，船 尾 及 船 首 两 侧 船 名 为“ 顺 航 SHUN HANG

328”，无船籍港标识，机舱尾轴端部横舱壁附近无船舶识别号标识；船上

装 载 集 装 箱 18 个 ，箱 号 分 别 为 MWCU0614635、PONU4914150、

SSHU2046193、 SSDU7313325、 MORU0407312、 OOHU0767034、 SS-

DU3893781、 OOLU6051002、 YCPU9759118、 YCDU5337429、 MW-

CU6634456、OOBU4800396、GEIU0990141、EISU5668836、YCOU9523603、

MWCU6796312、MORU6726092、NYTU7827555，上述船舶及集装箱已被

我局依法扣押。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八条

的规定，现要求上述船舶及集装箱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我局提供上述船舶及集装箱所有权证书等证明文件进行认领并接受调

查。逾期无人认领的，上述船舶及集装箱将按照无主财物依法处理。联

系电话：0515-68668656。

特此公告。

盐城海关缉私分局

2019年9月21日

通 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双圳头里219、220、221、221-2号旧大

厝房屋相关权益人：

根据厦同重大办（2018）52号下达任务通知等相关文件，位于福建省厦

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双圳头里 219、220、221、221-2 号旧大厝房屋（角点坐

标：X=37809.862、Y=64186.812，X=37790.601、Y=64214.900，X=37743.274、

Y=64204.022，X=37755.376、Y=64166.076；北至东山中学围墙，南至金日集

团围墙，西至东区民房，东至东山社区民房）因“东山中学体育综合楼”项目

建设需要，应予搬迁拆除。请未接到书面通知书的该房屋相关权益人（产权

人、继承人、代管人等利害关系人），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5日内，到福建省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东山路281号）四楼办公室商谈该房

屋的搬迁补偿事宜（联系人：颜启恒，电话：0592-7039168、15280279316；联系

人：刘树木，电话：13850053740）。届时请携带身份证、产权证或合法有效的

继承析产手续等相关证明材料以便核对。若委托他人前来商谈的，受托人

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和具体的委托权限）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逾期未前来商谈的，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相关搬迁补偿事宜。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同安区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