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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制高点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巴黎、

伦敦、东京等名店云集、大牌汇聚、大量新
品首发的国际性大都市。如今，中国也瞄准
了这样的目标。《指导意见》提出：利用5年
左右时间，指导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
国际化水平较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开展培
育建设，基本形成若干立足国内、辐射周
边、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
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形成一批专
业化、特色化、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使其成为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方面表
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更
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
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

想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应当具备

哪些条件？
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平

高、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大、辐射带动能力
强等是前提。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
任张建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否成
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看消费的时尚引领
程度和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国际化程度。对标
世界著名消费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
黎等，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就在于服务业高度
发达，商业竞争充分，国际知名品牌和国际
消费者集聚程度高。此外，成为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不仅要有国内消费者，还要有大量
的国际消费者，这就意味着这些城市要能提
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认为，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本条
件一是消费基础要好，一个城市的消费规模

大、消费增长速度快，其消费基础才会好。
二是国际化程度要高，一个城市进口规模
大，意味着该城市国际化渠道多，便利化程
度高，国际商品和国际服务就会多，消费资
源就会集聚。

有助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为何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是扩内需、稳经济的重要抓手。
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0.1%，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方面表
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一批
大中城市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消费转型升

级，对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张建平表示：“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服务
化、高技术化的方向发展，高质量的发展要
求这些城市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同时，成
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对高附加值产业的
发展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力量。”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数据，
2018 年中国公民出境游花费排名世界第一，
全年在境外消费达2773亿美元。从抢购国际
大牌衣物饰品，到抢购日本电饭煲、德国刀
具、澳大利亚雪地靴等，中国消费者已经成
为许多国家着力吸引的顾客。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建成，将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国际
化、品牌化的消费需求，将境外消费转为国
内消费，留住消费者的“钱包”。

前景如此吸引人，各地纷纷摩拳擦掌。
今年 5 月，武汉市出台 《全市加快新消费引
领 打 造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形成现
代化商业聚集地、国际化消费目的地、便利
化时尚宜居地，打响“武汉购”品牌。9
月，深圳市出台 《深圳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行动计划 （2019-2021年）》，提出将深
圳建设为消费创新的“全球重镇”、国际品牌
的“重要驻地”、中国制造的“世界橱窗”、
引领潮流的“时尚之都”的总体要求。10
月，宁波发布 《宁波市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实
施方案》，提出要构建国内进口商品集散网
络，打造中东欧消费品进入中国的首选之
地，打造全国重要的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
配送中心和交易中心。

海南的离岛免税店一直是国人境内消费
的好去处，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海南自
去年就加快了步伐。去年底，国家发展改革
委专门印发 《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的实施方案》，提出要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
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生态良好的国际
旅游消费胜地。

哪些城市将入围？

8 月 27 日，美国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

Costco 大陆首店在上海闵行正式开业。开业
仅6小时，就因太过火爆而被迫暂停营业。

上海是中国著名的消费城市，也是国际
零售商和国际知名品牌集聚度颇高的城市。

中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怎么建？从
上海的做法中或许可窥一二。

聚集优质消费资源。上海已经成为各大
知名品牌新品首发的首选地，也是全国拥有
最多“旗舰店”“首店”的城市。商务部数据
显示，2018 年，共有 835 家上海“首店”落
户，2019 年上海至少还将力促 500 家品牌

“首店”落地。
建设新型消费商圈。在2019上海购物节

上，首批 9 个上海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发
布，包括黄浦滨江外滩地区、新天地、徐家
汇、静安寺等知名商圈。

推动消费融合创新。“三枪”与网易云推
出联名内衣，“蜂花”推出金典香皂伴手礼，

“老凤祥”推出迪士尼系列产品……近年来，
上海引导推动了一批老字号的改革创新。目
前，老凤祥、光明乳业等 5 家企业年营收超
百亿元。

加强消费环境建设。2018年，上海市共
受理处理消费者投诉207279件，涉及商品和
服务总额 14.2亿元，其中，承办市民服务热
线转办件29028件，平均满意度96.1%。健全
的消费维权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消费
环境。

除了已经抢先布局的上海，还有哪些城
市有潜力冲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显示，
2018年上海、北京、广州为全国社零总额前
3名，均超9000亿元，上海、北京更是突破1
万亿元。重庆、武汉、成都、深圳、南京分
别位列第4至第8位。

看社零增速。武汉、成都、青岛、济南
等城市增速均超10%，增速较快。

社零消费只是城市消费实力的众多指标
之一，国际化水平、城市旅游消费、民航旅
客运输量、消费便利程度和服务性消费等，
也都不可忽视。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认为，消费力强的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
入围比较确定。此外，一些旅游城市，如青
岛、厦门、西安、成都、南京等，能够带动
消费，且国际交往较多，同样潜力巨大。

张建平指出，上海、北京、广州是中国
一线城市消费的典型代表，也是非常有希望
成为国际消费中心的城市。同时，二线城市
的消费潜力也很大，例如成都、重庆有非常
好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氛围，特别是在“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这两个城市对南亚和东
南亚地区的辐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望成
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集结号”已
在全国吹响。

中国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培育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各大城市纷纷布局——

谁将成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中国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培育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各大城市纷纷布局——

谁将成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近日，商务部等14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
见》（简称 《指导意见》），
提出要用 5 年左右时间培育
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记 者 了 解 到 ， 目 前 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重
庆、成都、西安、青岛等地
已经围绕《指导意见》紧锣
密鼓地开展相关工作。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各地为何纷纷抓紧建
设？具备哪些条件的城市有
望入围？记者进行了采访。

图为美国最大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门店——上海市闵
行区店。 金汉昕摄 （人民视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田羊：本院对张培与张田羊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6民初33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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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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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07号 徐正时：本院受理原告
谢俐诉你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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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14时在本
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587号 林春凤：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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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587号 林移来：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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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刘靖（女，1969年 11月 19日
出生，汉族，身份证号：110101196911194024）：原告姜科向本院起诉与你方、黄健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2935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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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冠源、柏士（北京）影视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北京和光泰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坤诉陈冠源、王聪、柏士（北京）影
视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130万
元；2.请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3.请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以140万为基数，按年息10%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1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答辩期满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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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108民初27375号 庞红岩、庞萌：本院
受理原告柴有卿诉你方与庞立国、庞洪烈、庞东娃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108民初27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现
庞桂岭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2号2幢1门4层2107号房屋由柴有
卿与庞立国、庞洪烈、庞萌、庞东娃、庞红岩按份共有，其中柴有卿享有十二分之
七的房产份额，庞立国、庞洪烈、庞萌、庞东娃、庞红岩各享有十二分之一的房产
份额；二、现在庞东娃手中的庞桂岭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款人民币250000元，

（其 中 凭 证 号 006140579 为 100000 元 ，凭 证 号 01996066 为 80000 元 ，凭 证 号
006148092为70000元）归庞东娃所有；三、庞东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
柴有卿人民币 145833 元，给付庞洪烈、庞立国、庞萌、庞红岩各人民币 20833元；
四、2002年11月6日写有交款人柴有卿、收款人为庞立国的庞桂岭与柴有卿的共
同债权30000元归庞立国享有；五、庞立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柴有卿
人民币17500元，给付庞洪烈、庞萌、庞东娃、庞红岩各人民币2500元；六、驳回双
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由柴有卿负担 8050 元，已交纳 6900
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庞洪烈负担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由庞萌负担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七日内交纳；由庞东娃负担1150元，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庞红岩负担 115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由庞立国负担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你方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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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毅：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618号清水华诉
你、马玉波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鉴定结论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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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津0111民初11484号 翟彬彬：本院受理原
告韩默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津0111民初9596号 李京泰：本院受理原
告吴卫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公告 连英杰：本院受理原告沈春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判令你与原告沈春燕离婚。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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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江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辽0293民初1864号 金相铉、李
明玉：本院受理卢光缘、金正莲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调解建议书。二
原告诉请：你们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9999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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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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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澳大利亚邮政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初1346
号原告北京万海云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澳大利亚邮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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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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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2日 14时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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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刁玉欣：本院受理的原告 IRAJ
MEHRVARZ（中文名：麦丰华）诉被告刁玉欣相邻关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11964号民事判决书，公告期为三个月。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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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十三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初8105、
8107、8108、8109、8111、8112、8113、8114、8115、8116号原告埃·雷米马丹公司诉被
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十三集团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十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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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1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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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京0108民初20366号 孙朝：本院受理原告
孙薇薇诉你、孙一兵、孙小艺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8

民初20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王佩玉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花园东路8号北15楼4单元4042号房屋由原告孙薇薇继承所有，被告孙一兵、
被告孙小艺、被告孙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孙薇薇办理过户手续；
二、被告孙一兵继承被继承人王佩玉名下存款人民币36万元，由原告孙薇薇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孙一兵人民币36万元；三、被告孙小艺继承被继承人
王佩玉名下存款人民币36万元，由原告孙薇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
孙小艺人民币 36万元；四、被告孙朝继承被继承人王佩玉名下存款人民币 36万
元，由原告孙薇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孙朝人民币36万元。案件受
理费人民币17600元，由原告孙薇薇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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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吉0302民初73号 JIA AN CHEN

（中文名：陈嘉安）：本院受理原告林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Sven Erik Daniel Isaksson：本院受理原告梁琳诉被
告Sven Erik Daniel Isaksson（斯文·埃里克·丹尼尔·伊萨克松）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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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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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其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0613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
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63458.94元，支付 2018年 3月 26日前的利息 9223.77元、罚息
及复利116794.21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27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以本金和利息之和72682.71元为基数，按个人消费借款合同约定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5%的标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二、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烟台市莱山区前七夼天成中巷3号内6
号的房产经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4310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公告费8250元，合计13980元，由原
告负担 779 元，被告负担 13201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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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TRACY ANAK KIM TAI（马来西亚籍）：原告吴
立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683 民初 33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原告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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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YOO MINHO（俞敏浩）：本院已受
理原告宋树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与你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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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届时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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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原告肖一君与被告唐因雄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鄂0107民初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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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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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鄂 0105 民初 26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丁友明与被告易利荣离
婚。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02民初10809号
谭敦仁：本院受理原告李光宇诉你、程绎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起诉状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谭敦仁、程绎静连带
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12月7日起暂算至2019年8月6
日为136.4万元，此后利息继续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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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岸
北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定国：本院受理原告李玉萍诉被告翟定
国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105民初1880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
书。判决内容：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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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雄：本院受理谭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鄂282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主要内容为
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景阳河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香港）梁国基、梁国珍、梁国
玉、梁国辉、梁国英、梁国华、梁国丽、黄道恒、黄小燕、黄德炜：本院受理原告裴若
薇、裴若冰等人诉被告裴铁君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桂0603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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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黔 0102民初
6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准许原告毛芳芳与被告STANISLAV VASIN离
婚；二、本案诉讼费用200元，由原告毛芳芳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嘉文（FAN，JIA-WUN）：本院受理沈晓倩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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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离婚案件应诉须知、廉政监督卡、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定于2020年9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禤小晶：本院受理（2019）粤0105民初15279
号原告蔡建宇诉被告禤小晶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决原、被告离
婚。现因被告禤小晶（HUEN SIU CHING，女，1960年1月23日出生，加拿大国
籍，护照号：EJ527101）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本院向其公告送达起诉
状、传票、证据、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开始起算30日内，举证期限从答辩期限届满后开始起算
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4月1日8时45分在本院第18法庭（地址：广州市逸景
路333号A507）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并在大洋网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5591号 顾小军：本院受理王
知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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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曲塘人民法庭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KIM DONG（越南籍）：本院受理原告
晏水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421民初18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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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LE NGOC THUY（越南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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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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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三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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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号：（2019）京 04 民初 798 号 朱彤（ZHU
TONG）：本院受理原告海南尤纳特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旻、朱彤（ZHU
TONG）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019）京04民初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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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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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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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秋兰：本院受理原告陈春华诉被告陈冠
华、陈斯兰、陈秋兰、陈美兰、陈昌华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2018)粤0105
民初18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陈宝亮名下位
于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路南福安街1之2号101房房屋由原告一人继承；二、被告
陈冠华、陈斯兰、陈秋兰、陈美兰、陈昌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到
房管部门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产生的税费由原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向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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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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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北至东山中学围墙，南至金日集团围墙，西至东山

社区民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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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未接到书面商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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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通知书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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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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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