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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套

长期关注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的以色列左翼非政
府组织“现在就和平”6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最高规
划委员会讨论并批准了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兴建
1936套定居点住房的计划。其中786套已经获得开工
前的最终批准，另外1150套也获得初步批准。

以国防部长贝内特6日就此发表评论说：“这是
我们对敌人最有力的回击。”当天早些时候他在约旦
河谷巡视时表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在约旦河西岸
安置上百万犹太人定居者。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阻碍以巴和谈的主要障碍
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
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
建犹太人定居点。据以色列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达到4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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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灭火”忙

在美伊冲突升级之际，欧洲各方忙着
斡旋，希望能给局势降温。

德国频繁发声。据路透社报道，德国
外长马斯1月5日呼吁欧盟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为中东局势降温，并形成欧盟统
一立场。马斯前一天曾表示，他将在未来几
天内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马斯还表示，在
伊拉克议会作出要求外国军队撤走的决议
后，德国将与伊拉克政府进行接触。

5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
翰逊分别与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还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商谈。

欧洲联盟5日发布声明，说欧盟邀请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前往
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磋商中东局势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事宜。欧盟声明说，
欧盟呼吁伊朗避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欧盟外交官透
露，将于 10 日举行一次欧盟 28 名外交部
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我们必须准备好对
伊朗违反核协议的行为作出反应。”

“在欧洲看来，目前美伊冲突升级是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必然会出现的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苏莱曼尼之死使美伊

之间的‘暗战’变为‘明战’。”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对本报
记者分析称，“可以说，欧洲当年用多大
精力推动伊核协议达成，今天就有多大动
力避免事态恶化。”

“棍子”打在身

伊朗5日宣布将取消对铀浓缩的限制，
进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五阶段即最后
阶段，放弃伊核协议中的最后一项关键限
制，即“对离心机数量的限制”。这意味着，伊
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限制。

自美国宣布推出伊核协议以来，英法
德三国一直在努力保住协议，保持与伊朗
的合作。据俄罗斯“今日经济网”报道，
2019年1月底，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外
长宣布，将联合建立与伊朗的商业结算系
统 INSTEX。这一系统允许欧洲企业在美
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与伊朗进行贸
易，绕开美国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

而如今，欧洲压力倍增。正如德国
《每日镜报》 文章指出的，美国的行动使
得过去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一“历史性失
败”或将导致中东局势进入恶性循环。

“伊朗的这一决定可以看作是一种外
交表达，是对美国的第一个报复措施。但

是，‘棍子’落下来，却打在了欧洲身上。美
欧伊三方博弈中，欧洲受到的影响最大。”
崔洪建说，“欧洲受到的最大也是最直接
的影响是周边安全。伊朗局势牵动整个中
东局势的走向，如果美伊真的走向军事对
抗，中东北非将重新陷入混乱。这不仅会
对欧洲难民问题带来新的冲击，也会破坏
欧洲与中东北非地区的经贸合作。而且，
这还会凸显欧洲在外交上的无能为力。目
前，欧洲正在追求战略自主，期望在周边
安全局势中发挥更大作用。新一届的欧盟
领导机构提出要更多地专注于地缘政治，
希望有所作为。美伊冲突成为欧盟新年面
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

防“引火烧身”

伊核协议还有挽回余地。据“今日俄
罗斯”报道，伊朗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密切合作和监督下”采取行动。法新社也
指出，伊朗政府 5 日表示，如果制裁解除，
令伊朗受益，其将信守伊核协议承诺。

英国《卫报》网站文章指出，可以将
伊朗的立场解读为希望与欧洲国家接触，
而不是将它们归入美国的行列。但法国、
德国和英国可能需要作出新的姿态，以维
持该协议。德黑兰一直声称，欧洲增加与

伊朗贸易的努力一直十分有限。
“从伊朗的表态来看，伊朗高层保持

了克制。欧洲正在努力通过政治和外交手
段让伊朗继续保持克制。接下来，欧洲想
要发挥影响力，就需要让伊朗相信，它的
经济需求比安全需求更重要。此外，欧洲
还可以向伊朗让渡更多的经济利益，转移
其注意力。”崔洪建说，“如果美伊走向直
接军事对抗，欧盟内部将被迫分裂。这对
于想要在大国竞争中站稳脚跟、对外形成
一致立场的欧盟来说也将是重大打击。”

但是，正如《每日镜报》评论文章指
出的，在这场冲突中，欧洲希望承担“和
事佬”的角色，但是处理不好极易“引火
烧身”。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欧洲只
是“旁观者”，没有话语权。此外，欧盟
此前未能兑现其提供有效经济援助以换取
伊朗放弃核武器发展的承诺，使得伊朗对
欧洲的信任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欧洲如
果想要干预目前存在的战争风险，则可能
会与美国发生冲突，欧洲国家或将迎来美
国新一轮的制裁。

上图：近日，美国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
反战集会，谴责美军炸死“圣城旅”指挥官
卡西姆·苏莱曼尼，反对美军向中东地区增
派约 3000名士兵的决定。图为示威者在纽
约时代广场游行抗议。 （来源：美联社）

美伊冲突升级，欧洲面临压力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近，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
之死引发美伊冲突骤然升级，中东局势引
发全球关注。这其中，欧洲各国着急斡旋
的身影尤为突出。欧盟、德国、法国、英
国领导人纷纷表态，紧急会议排上日程。
美伊斗得凶，为何欧盟如此着急？

81票

委内瑞拉议会5日举行全会进行内部换届选举，
议员路易斯·帕拉当选议会新一任主席。当天共有
140名议员出席全会，帕拉获得81票，以简单多数当
选。帕拉曾任反对党正义第一党的地区协调人。他当
选后表示，将努力弥合国内分歧，促进国内和解。

委总统马杜罗随后发表讲话承认帕拉当选议会
主席，并称政府与反对派的对话将继续。委议会主席
瓜伊多没有参加当天的全会，并拒绝承认投票结果。

选举结果公布后，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代理
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科扎克称，瓜伊多仍是委“临时
总统”，委议会当天的选举是虚假无效的。

255人

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5日宣布立案调查当天在该
国东北部城市梅斯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评估该事
件是否为恐怖袭击。该检察院此前已对3日在法国巴
黎南郊发生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展开调查。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当地时间5日中午，
一名男子在梅斯市街头挥舞刀具并高喊宗教口号，试
图袭击闻讯赶来的警察。警察开枪击伤该男子后将其
逮捕。梅斯检察院向媒体表示，这名男子早已被列入
法国“极端人员监视名单”，此人也存在性格障碍。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位于巴黎南部郊区的维勒
瑞夫市3日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造成一名受害者
死亡、两人受伤，袭击者被警察当场击毙。

据法国媒体统计，自2015年以来，极端分子制
造的恐怖袭击已在法国造成255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诺克建筑和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2017）京73行初字第4677号原告诺文科风机北京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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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5月12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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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京04民初271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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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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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京04民初271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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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04民初297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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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卓碧莲（ZHOU BI LIAN）、邱旭斌（QIU XU BIN）：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一品（福建）
糖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 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中盈（泉州）糖业有限公司进出口押汇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京民初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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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安缦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9516号
原告上海辉硕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安
缦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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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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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下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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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彩柳：本院受理焦彩珠诉你、焦焕彩、焦凤彩遗
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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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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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518号 李颖（LEE YUONG）：
本院受理吴春雷与你和姜瑞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4民初 5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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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峻：本院受理原告张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张欣
起诉要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婚生子李伯犀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
养费2000元直至李伯犀成年；3.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由被告自
行承担；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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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32法庭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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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号 ISMAYILZADA
FARID：本院受理原告白小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3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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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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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9）京04民初619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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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DAN LIU：本院受理原告陈大军
诉被告DAN 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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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法院判决原、被告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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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1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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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13民初9478号 张珣：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洋诉被告杨彬、张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13民初9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到本院天竺法庭第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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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公告 VIENGSAMONE TANMAITHONG：本院受理原告
杨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0921民初183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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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诚：原告任晓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
理。原告任晓东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任晓东与被告秦诚离婚；2.判决
原告与被告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其中北京市海淀区明光北里14号楼1506
号房屋（暂估价70万元）归原告所有；3.判决原告与被告各自负担的债务归各自承
担；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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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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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赵丹，女，1980年10月8日出
生，汉族，身份证号230882198010084728：原告吴宇向本院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本院向你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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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30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20年5月7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如果你届时未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
本，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304民初36686号之一 边乃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耿家润诉被告振华工程（深圳）有限公司、第三人边乃鹏、崔琦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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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粤0304民初3668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驳
回原告耿家润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15942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
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954号 ZHANG WEI：本院受
理原告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ZHANG WEI、珠海清威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第三人北京威凯优势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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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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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号 孙小明（OSCAR
SUN SHUI）：本院受理原告佰士信（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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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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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14日14时在本院第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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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len marcia leonard：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色母粒有
限公司诉被告 Arlen marcia leonard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9）京0105民初330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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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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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业明：本院对陈南萍与宋业明、宋业亮、萧石、
宋劼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9民初402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西整形外科医院10号楼2
单元101号房屋由陈南萍继承所有。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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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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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鄒振益：本院受理原告李厚琴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九法民初字第 0737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辉：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蔡玉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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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上午10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玉明：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蔡玉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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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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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苏0621民初3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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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Chang Rhonda Rong（中文名：常蓉）：本院受理原
告王维克诉你及被告常虹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民初 408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
涉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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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ZOO HOLDINGS LIMITED：本院受理的原告重
庆世季如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祝咔菲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祝咔菲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祝淘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祝淘易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ZOO HOLDINGS LIMITED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京 0105民初 210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来本院
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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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文野政雄（Fumino Masao）：原告许教誉诉文野政
雄（Fumino Masao）、梅真钢、王文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朝民初字第 07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
村法庭第一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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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海民初字第 9338号 谢伟：本院受理刘睿
诉谢明、谢昆、谢伟、谢林、第三人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海民初字第 9338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保全裁定书及上诉状，判决如下：一、确认娄雁与刘睿签订的《北京市存
量房屋买卖合同》、装修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于2013年10月14日解除；二、被告
谢明、谢昆、谢伟、谢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娄雁的遗产继承范围内
返还刘睿10万元；三、被告谢明、谢昆、谢伟、谢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
在娄雁的遗产继承范围赔偿刘睿经济损失130万元；四、被告谢明、谢昆、谢伟、谢

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娄雁的遗产继承范围赔偿刘睿中介费8.25万
元；五、驳回原告刘睿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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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0 元（原告刘睿预交），由被告谢
明、谢昆、谢伟、谢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翻译费8111元（原告刘
睿预交），由被告谢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保全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30日内为你的上诉期。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或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如公告期满后30日内你未提出上诉，该民
事判决书就于公告期满后第31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艾思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力宝克国际有限公司
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艾思科有限公司商标权行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京73行初50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书如下：
一、撤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
字［2016］第40971号关于第10299614号“锐步”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二、责令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力宝克国际有限公司针对第
10299614号“锐步”商标提出的商标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一百元，由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力宝克国际有公司、第三人艾思科有限公司可于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于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并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同时，向你方公告送达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的上诉状，该上诉状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忻（LI XIN）：本院受理原告刘
鸿诉被告汪淼、李忻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京 0105民初 81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院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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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津0111民初9339号 TOK CHEE YOW：
原告王媛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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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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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朴铁君：本院对张庆洲与朴铁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1民初1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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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本院受理原告刘亚非（LIU YAFEI）诉你与
刘泮生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
5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安德东里6号楼5门3号的
房屋由原告刘亚非（LIU YAFEI）、被告刘泮生、刘新按份共有，其中被告刘泮生
占三分之二份额、原告刘亚非（LIU YAFEI）、被告刘新各占六分之一份额。案件
受理费13980元，由原告刘亚非（LIU YAFEI）负担4660元（已交纳），由被告刘泮
生、刘新各负担4660元（二被告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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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8民初32935号 王京爱：本院对王荣
爱诉被告王平爱、王京爱、王华民、王华丽继承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京0108民初329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曹淑敏名下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五里13号楼5门102号房屋由王荣爱继承，王京爱、王平爱、
王华民、王华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配合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
户至王荣爱名下；二、驳回王华民、王华丽的其他请求。公告费2200元，由王荣爱
自行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荣爱自行负担，已交纳。自公告之
日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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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爱、
王荣爱、王华民、王华丽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王
京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腾胜益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初3516
号原告长沙云露茶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鹏胜益康有限公
司商标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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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1日上
午九时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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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绮媚（女，住澳门）、卢绮琪（女，住澳门）：
本院审理原告张志贤诉被告张志勤、第三人卢绮媚、卢绮琪继承纠纷一案［（2019）
粤0105民初14411号］，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告享有广州市海珠
区南华中路联珠直街19号703房60%继承份额；被告享有广州市海珠区南华中路
联珠直街19号703房40%继承份额；2.请求法院判令按判决确认的继承份额办理
该房屋继承手续及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原告证据及开庭传票。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
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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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开庭时间定于2020年5月11日8时45分在本院审
判庭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如届时你方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判，并在本院公告栏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丽强：本院受理（2019）粤
0105民初35801号林淑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
现因卢丽强（男，1958年9月5日出生，中国国籍，护照号147373294）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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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起算30日内，举证期从答辩期届满后起算15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5月11日14时10分于本院第18法庭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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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蓝书勇：本委受理你诉珮泰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五险一金的劳动争议一案
［深宝劳人仲案（2019）233号］已审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
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驳回你的全部仲裁请求。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
日内到深圳市宝安区宝城前进一路91号（新安公园正门对面）公共就业服务大楼
四楼413室，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裁决，可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龙（CHEN，CHUN-LUNG）：本院受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苏0585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HANH（阮氏幸）：本院受理徐荣
伟诉你（2019）浙1024民初3140号离婚纠纷一案。判决如下：准予原告徐荣伟与
被告 NGUYEN THI HANH（阮氏幸）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原告徐荣伟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园：本院受理原告李蕾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0102民初28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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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仲贤、麦恺慈：本院受理原告甘
暖津诉被告梧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梧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麦仲贤、
麦恺慈撤销产权证登记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桂
0405行初 3号行政判决书，以及行政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判决书、行政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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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SAUNG（河士雄）：本院受理原
告烟台星颐瑞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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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HA SAUNG（河士雄）：本院受理原
告烟台星颐置业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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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211民初8613号 赵振华、赵振
民、赵振安、赵振定：本院受理原告黄子才与被告赵振华、赵振民、赵振安、赵振
定、陆桦、季秋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判令六被告配合原告将无锡市滨湖区大箕山梅园水厂内房屋[产权号：
70928]过户至原告名下；2.判令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限期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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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6512号 储瀚：本院受理原告
曹青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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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104民初7358号 吴志明：本院
受理原告常敏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
0104民初7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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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并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桂07民初64号 孙元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起诉被告孙元隆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已
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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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8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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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皖1021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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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黎氏蓓竹（越南名：LE THI BE TRUC）：本院受理
的原告汪庆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皖
1021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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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327民初 1573号之一 潘锦仙（PHAN
CAM TIEN，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金瓯，南根，南坎市）：本院审理原告赵金龙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准予原告赵金龙与
你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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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你应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桥头
法庭领取（2017）豫1327民初157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你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一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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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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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京0105民初4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来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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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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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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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本院（2018）苏0923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准
予原告王秋生与你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更正：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刊登的原告郑
光哲诉李成熙借贷纠纷一案，开庭时间更正为“2020年5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
二楼五号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