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国际观察 责编：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2月24日 星期二2019年12月24日 星期二

中外政要学者共话上合发展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嘉宝） 近日，上海合作组
织蓝皮书 《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形势和任务》 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中心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外交部、
商务部、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国家驻华使节和
国内上合组织研究智库的政要及专家学者约120人出
席，畅谈上合发展新成就及未来合作新愿景。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2019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提出，要把上合组
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
典范。这是中国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
挑战提供的“中国药方”，也是中国为新时期上合组织
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为提出的“中国方
案”，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上合组织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一方面，上
合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应对毒品和武
器走私等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各成员国支持联合
国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边组织的作用，呼
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核心作用下，重点扩大防务与
安全领域的反恐合作。另一方面，经济合作是上合
组织长期稳定的因素之一，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
着重要作用。上合组织成员国具有多样性，在经济
优势、自然资源、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投资金融
潜力上能够实现优势互补。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表示，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欧亚地区重要的
建设性力量，上合组织面临新的发展形势，也肩负
着新的历史使命。要坚定弘扬上海精神，加强政治
互信；深化安全合作，增强抵御现实威胁的能力；
推动务实合作，构建融合发展格局；促进民心相
通，夯实务实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提升开放包
容，提高上合组织国际影响力。

中企承建印尼高速公路主线贯通

本报电（潘健、焦利英） 日前，由中建路桥集
团承建的印度尼西亚万鸦老—比通高速公路 （二期
工程） 主线贯通。该项目是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的首
条高速公路，是印尼“三北综合经济走廊”建设的
国家重点工程，采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是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工程项目，备受印
尼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建设期间，印尼总统佐科、公共工程部部长巴苏
基、基建总局局长苏吉亚丹等政要多次到万比项目视
察。为加快工程进度，该项目从国内引进了桥墩滑模
技术和民间裂石工艺，受到印尼工程部专家的赞誉。

2018年9月28日，印尼中苏拉威西省遭遇7.7级
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万比项目部向灾区捐款5亿印
尼盾（约合人民币23万元），并捐助大量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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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圈粉”世界

“在泰国，很多人知道云南白药，老
百姓对中医针灸也非常感兴趣。”泰国前
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
扎禄颂巴在论坛致辞中表示，中国正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这将使东盟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医药，
也将让中医药更好地造福东南亚地区。

“中医药在新加坡发展很快。”新加坡
驻华大使吕德耀表示，新加坡政府非常重
视中医发展，在公立医院设置针灸康复治
疗服务。中医药已成为新加坡卫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西兰，传统中医药日益普及。
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通过使用中医药增进
健康福祉。”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用流
利的中文介绍说，现在，中医药日益融入
现代医药体系，其价值逐渐得到认可。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医
药向世界释放出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

“过去几年，乌克兰一直致力于推动
中医药合法化，使其成为医疗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乌克兰东方医学协会主席亚
历山大·维克多洛维奇·萨姆索诺夫表示，
中医药是一门包含古老传统和深刻哲学的
学科，“一带一路”为其融入全球化进程
提供了强大动力。

卢旺达共和国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莫
尼奥表示，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有效
推动了非洲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开展中医药合作。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李希奎

表示，中国传统医学在与西方医学的互鉴
交流中，向世界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
魅力。

合作“朋友圈”扩大

今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
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中医药大量使用中草药，副作用小
且价格低廉。”披尼·扎禄颂巴说。

吕德耀指出，中医治病防病的原理给
西医提供了有效补充，能更好地支持新加
坡卫生健康系统。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走向世
界带来了重要机遇。”十二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马培华表示，中医药学与现代西方医
学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传统医学
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今年 5月，第 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通过了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
统医学章节。“这是中国中医药取得的宝
贵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表示，现
今，随着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医疗卫生
改革成为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提出，要
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
难题。而中国式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发挥好
中医药在“医改”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开展中
医药国际合作，也加快了中医药走向世界

的步伐。
“今年 11 月，我们在希腊雅典成功举

办 ‘首届中西医学大会’，发布了青蒿素
耐药性研究的最新进展，还为当地民众开
展 中 医 药 健 康 咨 询 活 动 ， 受 到 热 烈 欢
迎。”北京市副市长卢彦表示。

四川省成立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吸引和推进中药材溯源体系建设，引
导建立规范化、集约化、标准化的中医药
种植基地，优质的中药材已经出口到21个
国家和地区。江西省着力打造融合开放、
要素集聚、功能完善的中医药创新综合
体，致力于高端制药装备研制，使中医药
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

推动中西医互鉴

习近平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
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
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
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马培华认为，“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的目的是要真正保持中医药的本色。
未来，要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髓，发挥
其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培育中医

“专才”，形成全民爱看中医、信赖中医的
良好局面，让中医药与现代医学进行融
合，实现中医药创新发展，促进“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这是
今后一段时期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国际标准化组织原主席张晓刚
表示，中医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不
断完善顶层设计，建立中医药标准认证体
系和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高新技
术在中医药中的研发和使用。

未来，中医药国际合作机遇无限，大
有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军中医
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表示，要推动中医药
在“一带一路”的融合式发展，应以传统
医药为纽带，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傅恩莱说，中国是新西兰高品质传统
中药原料出口的重要市场。现在，新西兰已
与中国在中药材贸易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詹姆斯·基莫尼奥表示，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推动中医药合作，需要“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提供便利条件，让传统医学
研究人员能够在相关国家开展研究。“欢迎
中国帮助非洲发展自己的传统医学。”

上图：11月14日，西安交通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医学专业的留学生来到该学院新
设在长安区聂河中医医院中医文化体验基
地，学习中医技术和疗法。

袁景智摄 （人民视觉）

民心相通的“健康使者”

“一带一路”让中医药机遇无限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作为民心相通的“健康使者”，中医药正乘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春风走向世界。

近日，第三届“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论坛在北京召

开，主题为“让世界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此

次论坛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

学院共同主办，吸引了25个国家的600余位嘉宾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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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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13民初266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日
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天竺法庭第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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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恩敏、张唯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243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登记在
陈华云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5号楼2层4号的房屋由原告张建
成、张金兰、被告张银成、张金华、张唯共同继承，每人各占五分之一份额；二、驳
回被告张银成、张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原告张建成、张
金兰各负担3300元（已交纳），被告张银成、张金华、张唯各负担3300元（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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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KIM HOJUN（护照号：M36755000）：本院
受理原告陈秀丽诉被告KIM HOJUN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112民初886号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证据副本等。原告陈秀丽提出以下诉讼请
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判令婚生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由被告承
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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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0年4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成熙（LEE SUNG HEE）：本院受理
原告郑光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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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提交证据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YAP WEN LI：本院对原告王新皓诉被告 YAP
WEN LI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冀 0983 民初
1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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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988号 李晓华（LI XIAOHUA）：
本院受理原告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扬州嘉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华（LI XIAOHUA）、杨琨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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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
一套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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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12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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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4民初297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
公司、朱洵：本院对原告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
京国科正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诉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惠尔

（亚洲）实业有限公司、朱洵、王方以及第三人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4民初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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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895号 程卓：本院受理（2019）
京04民初895号原告北京中技金谷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程卓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和4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5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
四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海关缉私分局公告 我局于2018年4月11日在浙江省舟山
市册子南洋之星船厂码头查获走私白糖船舶一艘，船体标有“GUANG LIAN”字
样，船舶证书显示为巴拿马籍。该船舶所涉案件已判决生效，现责令该船舶所有
人于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持有效证明文件前来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办理的，
按相关规定处置。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凤玲：本院受理原告顾宁一与被告靳凤玲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983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原告顾宁一与被告靳凤玲离婚。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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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271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
公司（WHALE （ASIA）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朱洵：本院对原
告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WHALE （ASIA）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朱洵、王方、第三人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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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欣：本院受理王健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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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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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右安门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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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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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德胜贸易有限公司［Datawin贸易公司（Datawin Trad-
ing Limited）］、新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Hsin Cho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本院受理原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北京中基信和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德胜贸易有限公司［Datawin 贸易公司（Datawin Trading Limited）］、被告新
昌控股（中国）有限公司、被告新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Hsin Chong Group Hold-
ings Limited）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

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诉讼服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
确认书、本院（2019）京财保 5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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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30日
内。本院定于 2020年 9月 1日 9时 30分到本院交换证据；于 2020年 9月 8日 9时
30分在本院第12法庭进行证据交换（质证）；于2020年9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
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4 民初 12 号 MARIA RHOEDA
ABRAHAM（阿巴尔汗·玛利亚）：本院对原告凌巍才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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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晓光：本院受理原告彭亮起诉
你及黄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反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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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桥法庭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晓光：本院受理原告彭亮起诉
你及黄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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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桥法庭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大石集团公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
4640、4641号原告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大石集
团公共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
上诉状。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请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30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用人民币100
元。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15日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加拿大中国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加拿大中国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诉被告加拿
大中国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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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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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艺馨（英文名：YIXIN GAO）：本院受理上诉
人张蕊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徐光宇、高艺馨（英文名：YIXIN
GAO）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3民终
15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请你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1279号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
告欧阳振全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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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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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1280号 仲从华：本院受理原
告于村亭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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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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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亦武：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5444号原告
潘蕾、郝芃、陆浩翔、崔凉珍、崔平、崔健、肖毅甫、肖毅敏诉被告张路英、张路华、
张路雄、张小仑、肖鸣锵与你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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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彤：本院受理原告刘淑宜诉被告张鹏、王彤共
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7 民初 162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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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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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吉0403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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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迪赛尔股份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行初2850号原告马继辉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迪赛尔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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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公告 AUNG YE LWIN（男，1978 年 6月 26日出生，缅
甸国籍，护照号：M019461，缅甸身份证号码：MA097565）：本院受理的（2018）渝
0115民初4569号原告许雪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到本院民一庭应诉，逾期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5
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捷荣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行初2071、2072、2073、2074、2075、2076、2077、2078、2079、2080、2081、2082、2083、
2084号原告TWG茶产品私人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三人捷荣国际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十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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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本院第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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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巨雷：本院受理原告胡为春诉被告建峰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郭巨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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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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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VMware Inc.：本院受理的（2019）京73民初237号原告
普华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 VMware Inc.、被告 VMware International
Limited、被告威睿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被告神州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佳杰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被告香港佳杰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佳杰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方作为本案被告参加
诉讼，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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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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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HongQing Shan：本院受理的原告
北京鑫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HongQing Shan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北京鑫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上诉期间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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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状，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
提交答辩状，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桂0902民初3318号 马莉、
洪志皓、洪志楷：关于原告马嘉、马端、马瑞诉马莉、洪志皓、洪志楷继承纠纷一案，
定于2020年3月26日8时40分在本院（玉林市玉州区清宁路358号）614室公开进
行机构选择，请你方到场参加。各方当事人经通知未按时到场的，视为放弃选择
鉴定机构的权利，但不影响机构的选择，本院将依照法律规定采用随机的方式确
定鉴定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灿荣：本院受理的原告黄秀芳与被告
蔡灿荣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本院使用直接、委托送达等方式无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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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为准予黄秀芳与蔡灿荣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广
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烟台润昌建材有限公司、烟台德
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德辅置业有限公司、张桂杰、陈颖、曹经庚：原告杨希财
诉你们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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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润昌建材有限公司、
烟台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德辅置业有限公司、张桂杰、陈颖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曹经庚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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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映环：本院对张铁之与付映环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付
映环给付原告张铁之违约金200000元。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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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由被告付映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京 0102民初 18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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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博树（身份证号：110104195511230852）：本院受
理刘仲秋诉你及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金梅确认合同无
效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作出（2018）京0102民初12884号民事裁定书。原告刘仲
秋不服于上诉期内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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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逾期法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博树（身份证号：110104195511230852）：本院受理
刘仲秋诉你及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金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1288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内容如下：驳回刘仲秋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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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 0621 民初 7178 号 史晓红：本院受理

（2019）苏0621民初7178号原告颜国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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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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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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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叶文、范秀颍：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诉被告叶文、范秀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鄂01民初4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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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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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RMAL
KUMAR DATTA（尼莫尔·古马尔·达多）：本院受理原告刘红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鄂 0104 民初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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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立：本院受理原告葛慈航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辽0115民初4494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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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如遇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在本院三楼第十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鄂06民初224号 陈天宇：本院受理原
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与被告襄阳新之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北
融汇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光优电子有限公司、付学斌、肖善忠、陈天宇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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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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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书
宁秦府征补字（2019）第36号

征收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

地 址：南京市太平南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司勇；职 务：区长

被征收人：王庚荣（身份证号码不详），男，1945年6月10日出生，迁居上海地址不详。

被征收人：王庚翔（身份证号码：320103194610220535），男，1946 年 10 月 22 日出

生，汉族，住所地本市秦淮区针巷4号。

被征收人：王庚萍（身份证号码：320103195007301861），女，1950年7月30日出生，

迁居上海地址不详。

被征收人：王赓凤（身份证号码：320103195512041765），女，1955年12月4日出生，

汉族，住所地本市秦淮区御道街60号1幢504室。

被征收人：王庚义（身份证号码不详），男，1959年1月4日出生，移居香港。

被征收人：王子靖（身份证号码：320103199106220539），男，1991年6月22日出生，

汉族，住所地本市秦淮区针巷4号。

被征收人：朱林盛（身份证号码：320105194511240015），男，1945 年 11 月 24 日出

生，汉族，住所地本市秦淮区文思新村18幢205室。

被征收人：朱默猷（身份证号码：32010319820218051X），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

汉族，住所地本市秦淮区文思新村8幢603室。

被征收人：刘如琦（身份证号码：110102193401262747），女，1934年1月26日出生，

汉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3号6楼2门502号。

被征收人：王琦（身份证号码：110102195902272715），男，1959年2月27日出生，汉

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3号6楼2门502室。

被征收人：王玠（身份证号码：110105196312295419），男，1963 年 12 月 29 日出生，

汉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3号6楼2门502室。

因针巷片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的需要，区政府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南

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宁秦府征字（2018）3号〕，决定对秦淮区针巷

2号（平房）、针巷2-1号（平房）、针巷2-2号、针巷2-4号（平房）、针巷2-5号、针巷

4号、针巷4号-1、针巷6号、针巷6号-1、针巷6号-2、针巷8号、针巷11号、针巷12

号（平房）；刘公巷17-2号；刘家塘1-1号、刘家塘1-2.17.36号、刘家塘2号、刘家

塘2-1号、刘家塘3号、刘家塘5号、刘家塘7号、刘家塘7-1号、刘家塘39号、刘家

塘40号；太平南路565号范围内的房屋（具体范围以征收范围红线图为准）实施征

收。本次的房屋征收部门为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现为南京市秦淮

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以下简称“区房产局”），评估机构是通过摇号选定方式产生

的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

经查，本市秦淮区针巷4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房屋登记产权人为王松寿、

王荣寿，房屋用途为住宅，系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51.2㎡，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

的国有土地使用面积111.5㎡。经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房

屋评估价格为人民币4442134元整。经调查，王松寿于2001年死亡，子女有王庚

荣、王庚翔、王庚尧、王庚义、王庚云、王庚萍、王庚凤。王庚尧于 2008年死亡，儿

子王子靖系其法定继承人；王庚云于 2013年死亡，配偶朱林盛、儿子朱默猷系其

法定继承人；王庚义早年移居香港，因被征收人未提供完整的家庭成员信息，征收

实施单位经多方查证仍不能查清王庚义的身份信息；王荣寿于2019年1月24日死

亡，配偶刘如琦、儿子王琦、王玠系其法定继承人。2019年6月15日征收实施单位

在报纸上刊登房屋征收公告，并公示了评估结果，同时要求王松寿、王荣寿的继承

人在指定期限内前来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征收决定下达后，未有相关权利人对征

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现因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区征收部门（区

房产局）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

为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二

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的规定，作出如下补偿决定：

1.征收人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被征收人，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地址：本市

乐居雅花园05幢一单元503室（建筑面积约为77.86㎡）、乐居雅花园05幢一单元

603 室（建筑面积约为 77.86㎡）和乐居雅花园 05 幢一单元 504 室（建筑面积约为

78.86㎡），由区征收部门（区房产局）依法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上述产权调换房

屋价值的差价。

2.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补偿款人民币31147元，搬迁补助费人民币15120元，

过渡补助费人民币108864元，有线电视补助费人民币400元，空调补助费人民币

5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 156031 元。区征收部门（区房产局）已将补偿款专户存

储（开户银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平门支行，户名：南京秦淮房屋征收

服务有限公司，账号：72110122000039232）。

被征收人应当在本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与区征收部

门（区房产局）办理坐落在本市秦淮区针巷4号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手续。逾期不

履行上述义务，区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