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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腾讯联合 《科学》 杂志与清华大学在京举办了主题为
“飞跃史瓦西半径”的第二届青少年科学小会。8名全球知名科学家
与科普学者，通过演讲与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述科技领
域的前沿成果及其背后故事。

活动期间发布的年度 《青少年科学看点榜单》 显示，天文学已
成为中国青少年最关注的科学领域。这是腾讯连续两年与 《科学》
杂志共同推出的《青少年科学看点榜单》。今年，投票参与人数从去
年的10万增至120万。

今年的榜单涵盖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和化学等4个
领域。其中，包括黑洞、月球探测等在内的天文学话题最受中国青
少年关注，“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面世”位列十大看点首位。

据介绍，《科学》杂志每年除了发布“年度突破”等榜单之外，还会
评选如气候变化、水污染、物种灭绝等年度“崩溃事件”来警示人们关
注地球问题，以此鼓励青少年追随优秀科学家的脚步，踏上科学之路。

本届科学小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8名科学家与科普学者近距离
与青少年交流。

面对好奇“黑洞”的孩子，天体物理学家艾弗里·布罗德里克展示
了自己拍摄到的全球首张黑洞照片（上图）。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刘继峰则将寻找黑洞的方法形象地总结为“一听、二看、三找伙伴”。

出身牛津大学、用中文讲了23年化学课的外籍教授戴伟、中国
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搞笑诺贝尔奖”创始人马
克·亚伯拉罕等嘉宾也展示最新科学影像、进行现场实验、分享工作
感悟，面向青少年讲解各自领域内的最新科学成就。

在面对面环节中，青少年向科学家频频发问。在世界最大冷冻
电镜研究中心的建设主导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宏伟的
小课堂上，中小学生从生物酶、冷冻电镜技术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问
题，寻求来自科学家的解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科学小会首次推出邀请家长共同参与的
“亲子专场”，大小观众能够同场感受科学魅力。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说，科学和国家发展、人类命运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今日的青少年是未来中国的科研主力和民族复兴希
望，应当培养其崇尚科学、热爱探索的精神。腾讯量子实验室负责
人张胜誉认为，拥有科学理想的青少年应先打好数理基础、积极进
行学科交流，在此基础上正确选择个人发展方向，为理想坚韧奋斗。

黑洞、月球探测——

中国青少年最爱天文学
芮钰雅

这是一场持续 40 天、多达 30 亿
人次的大迁徙——一年一度的中国春
运，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将游子之
心送往团圆的目的地。

今年的春运，比往年来得更早，
也更有科技范儿。在新技术的助力
下，回家的路上多了些便捷、少了些
拥挤；多了些欢乐、少了些等待。科
技对春运和交通运输的助力，已经由
点及面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出行速度和
体验。

电子客票见证变迁

一张返乡车票，寄托切切乡愁。
从最开始的硬板票，到红色的软纸
票，再到印有二维码的蓝色磁介质
票，小小火车票的变迁，记录了技术
对车票的“塑造”过程。

而今，中国人正在逐步向纸质车
票告别。今年春运，“电子客票”成
为铁路出行的新体验。随着高铁全面
推行电子客票，旅客可自助办理进站
验证、进出检票，只需在自助闸机前

“刷卡+刷脸”就可以迅速完成进出
站，畅享无纸化出行的便利。

目前，铁路部门已将电子客票推
广到高铁及城际线路。截至目前，全
国铁路已有 1020 个车站开通电子客
票业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全部同步
实施电子客票。

电子客票的推行便利了旅客的购
票和出行体验。有了电子客票，车票
的出行功能和报销凭证功能彻底分
开。在让旅客轻装上阵，不必担忧丢
票、补票、假票等问题的同时，电子
客票的使用可以使列车整体检票通行
耗时缩短1/3以上，为优化始发停站
时间奠定了基础。

智能高铁驶向2022

还有两年的时间，万众期待的北
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幕。位于河北张
家口的崇礼，是冬奥会雪上项目的比
赛地之一。日前京张高铁的开通，联
通了北京和崇礼，将张家口至北京的
最快运行时间从 3小时 7分钟缩短至

47 分钟，让人们提前感受“冬奥列
车”的风驰电掣。

作为世界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
铁集众多“黑科技”于一身，一通车
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据了解，京张高铁智能化动车组
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
驶；智能列车车身安装有 2000 个传
感器，对自身状态全面监控；沿线
10 个车站未来将共用一个控制中
枢，实现对各客站灯光和温度等设备
管理、应急管理的共同指挥；列车内
专门设计了滑雪板存放处和移动的新
闻中心，方便旅客前往崇礼滑雪，在
冬奥会期间收看比赛直播……此外，
5G 信号、无线充电、低能见度运行
盲降系统等新技术的应用，展现了中
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水平。

5G网络威力初显

作为 5G 商用的第一年，春运的
大潮中自然少不了5G的身影。

火车站手机信号差，曾是困扰旅
客的一大难题。今年春运，广州南站
正式投入使用 5G，让来往旅客的手
机信号更强、上网更快，广州南站包
括广深港沿线的深圳北站、福田站等
大站手机信号不好的状况将得到较大
改观。

此外，今年春运，广深港高铁内地
段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成为全球第
一条享有 5G 网络的高铁。5G 用户在
广深港高铁内地段乘车时，最高可享
受到 1Gbps的峰值下载；4G用户通过
WiFi连接，也能体验到 100Mbps以上
的移动通信速率，候车和乘车时听歌、
看电影完全不成问题。

在杭州等地，5G 和人工智能技
术也运用到了安保工作当中。在杭州
东站候车大厅，具备全景录像、4K
高清画面直播等功能的安防机器人可
自动捕捉疑似危险动作，并通过 5G
高速网络实时转播、实时报警，确保
节日运输安全。

航空出行更加准点

去年 9 月正式通航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今年迎来了第一个春运
考验。无论是值机、安检还是飞机
起降，科技元素都得到了大显身手
的机会。

在值机环节，大兴机场启用了人
脸识别系统，过安检、登机不需要查
验纸质机票和身份证。“无纸化出
行”让通行效率大大提升。

此外，大兴机场配备了当今国际
航空业界最先进的低能见度运行盲降
系统，有效减少雾、霾等天气原因造
成的航班延误，提高航班正点率。

新机场风头正劲，“老机场”也
不甘示弱。近日，首都机场1号航站
楼上线行李跟踪系统，乘客办理好行
李托运后，可通过手机 APP 或微信
小程序关注自己行李的位置状态。据
悉，除首都大兴机场外，上海虹桥、
武汉天河等五大重点机场也将全面应
用该系统。春运期间预计有220万名
旅客会体验到行李跟踪技术带来的便
利，覆盖行李数量将超过100万件。

今年春运 科技范儿足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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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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告杨彬、被告张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原告刘洋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健：本院受理原告张涛诉你及魏志英遗嘱继承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乙21号楼307号房屋
中属于张世雄的二分之一房产份额由原告张涛继承；该房由原告张涛、被告魏志
英共同所有，每人占有二分之一份额。2.诉讼费由被告张健负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16日上午9时15分
在本院北区三层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旭峰（HSU FENG CHENG，国籍：加拿大）：本
院受理原告李天娇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川 1723 民初 15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准予原告李天娇与被告
HSU FENG CHENG（中文名郑旭峰）离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LU THI BICH TRAM（侣氏碧簪）：本院受理原
告刘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起诉判令原、被告离婚，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七审判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妍：原告傅燕凤诉你、郑莘、董丽、郑嘉、康蕾遗
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08民初1519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郑维青与傅燕凤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号7号楼 6层6门601号房屋由傅燕凤继承所有，郑莘、董丽、郑嘉、康蕾、郑妍
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配合傅燕凤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二、傅燕凤名下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前二里沟植物所宿舍3号楼6单元502号房屋由傅燕凤继承所有；
三、郑维青名下车牌号为京 N1ZF98、品牌型号为东风雪铁龙牌 DC7165DB的轿
车一辆由傅燕凤继承所有，郑莘、董丽、郑嘉、康蕾、郑妍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配
合傅燕凤办理上述车辆过户手续。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由傅燕凤负担，已交
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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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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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307民初25050号 陈仲贤：本院
受理原告王伟杰诉被告陈仲贤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粤0307民初25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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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届满后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届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8月5日上午9时30分于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本案，如未按时到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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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号 蔡玉翠（TSAI YU-TSUI）：
本院对原告薛艇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薛艇在上诉期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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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洵（XUN ZHU）：本院受理王方、青岛惠尔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与刘海涛、朱洵（XUN ZHU）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2020年6月10日上午9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区第十一法庭
开庭。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义锦：本院受理秦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8）京 0108民初 25113号，秦忠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蔡义锦向秦忠返还
借款共计人民币834733.5元；2.判令蔡义锦向秦忠支付自2016年8月13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上述款项的逾期利息（以人民币834733.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
算。截至起诉之日已经产生的逾期利息为人民币87229.65元）。上述第一、第二
项诉讼请求目前已发生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921963.15元；3.判令蔡义锦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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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1-7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你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

（黄立民）：本院受理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WINNIE
PIK WAH（黄碧华）、TONG WILLIA YU-WAH（黄裕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明华）诉被告许树蕃、黄志民、第三人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
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
怡）、LIMIN HUANG（黄立民）物权保护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期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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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0年7月7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南区六层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LIMIN HUANG

（黄立民）：本院受理原告 WONG KWONG YAN（黄光仁）、TANGWINNIE
PIK WAH（黄碧华）、TONG WILLIA YU-WAH（黄裕华）、YICK MING WAH
WELLA（黄明华）诉被告许树蕃、黄志民、JULIE XIANYI HUANG（黄宪怡）、
DAVID WEI MIN HUANG（黄卫民）、HELEN JIANYI HUANG（黄健怡）、
LIMIN HUANG（黄立民）共有物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期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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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0年7月7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
区六层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斌：本院受理原告姜公民诉被告周斌、孙
丽洁、孟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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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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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105民初

9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登记于被继承人方华英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
华西里三区 20 号楼 1502 号房屋由原告忻星（XIN XING）继承，原告忻星（XIN
XING）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忻涛上述房屋六分之一份额折价款
二百一十万元零九千五百三十三元，被告忻涛于收到上述折价款后三日内配合
原告忻星（XIN XING）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手续，过户至原告忻星（XIN XING）
名下。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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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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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琦：本院受理原告黄江平、黄云水诉被告黄晓
捷、黄琦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法院
依法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志强园（中影宿舍）1单元301号进行分割，由二原告分
别获得 9%的房屋折价款；2.请求法院依法对存于黄晓捷处的北京市海淀区文慧
园路5号新楼1单元301号房屋自2018年4月25日至今所取得的租金进行分割，
由二原告分别获得9%的房屋租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被告按比例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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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逾节假日顺延）开庭，
地点东2-19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瑞宝、曾淋娘、关佩云、关春荣、关国善、关淑芳、
关国强、关国栋、关淑梅：本院受理的原告关国柱与被告关瑞宝、曾淋娘、关佩云、
关春荣、关国善、关淑芳、关淑金、关国强、关国栋、关淑梅继承纠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京 0105民初 460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个
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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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琪：本院受理原告唐毅与你及钟月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于2020年6月22日下午14时在本院亚运村法庭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伟业重工控股有限公司（偉業重工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为Profound Heavy Industry Holding Limited）：本院受理（2018）京0115民
初4814号原告北京市宏达贸易商行与被告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被告伟业重
工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15民初48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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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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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波、李军：本院受理原告DU HUI诉被告杜波、
李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DU HUI要求法院判决你方返还85万元，诉讼费由你方
承担。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法国雅芙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 73 行初
2832号原告法国科延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法国
雅芙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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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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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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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621民初6507号 王玮：本院受理原告
南通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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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相合：本院受理原告冷明军诉
被告张相合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
冷明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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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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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冀0104民初3788号 马铭：本院
受理原告冉红丽诉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冀0104民初378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朝（YANG ZHAO）：本院受理原告杨鸿斌诉你
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板桥二
条 11 号幢号 4、5、6 三间平房（房产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 05252 号）归原告继
承所有。二、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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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GAO YANLING（高艳玲）：本院受理原告吴青林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1082民初1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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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广州宝洁（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京73行
初 10103 号原告伊洁维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广州宝洁

（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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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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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上午10时30
分在本院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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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娟：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2925号原告
Adrian Paul Nel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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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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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樱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 73 行初
9000 号原告深圳市仙之宝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樱制片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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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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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北高智
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京0105民初45615号民事裁定书及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
权异议上诉状。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提交上诉状或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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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BILCO INDUSTRIES INC、BILLY CHEN：
本院受理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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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591民初
26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准许徐燕与 ASUMADU MICHAEL AM-
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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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金莺：本院受理原告彭伟伟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皖
0621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濉溪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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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妍（LIU YAN）：本院受理刘新民诉
你及刘庆华、刘新华、刘志华、刘爱华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个月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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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7号
EDUARDO TABER MONTERO：原告蒲晓颖与被告 EDUARDO TABER
MONTERO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0106
民初 2534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准予原告蒲晓颖与被告 EDUARDO
TABER MONTERO 离婚。本案受理费 300元，由原告蒲晓颖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106民初2240号 吴国华：本院
受理屈志容与吴国华离婚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106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准予原告屈志容与被告吴国华离婚。本
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105元，均由被告吴国华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个月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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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氏秋草：本院受理原告石宿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皖1721民初118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准许原告石宿平与被告陈氏秋草离婚；二、驳回原告石宿平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石宿平负担。你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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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
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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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善，并由
第三人蔡粉淑参加的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吉2426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之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l个月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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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0104民初11427号 戎亮、张军、
张钊玮：本院受理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淮支行与被告戎亮、张军、张钊
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8）苏0104民初11427号民事判决书及执行提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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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县人民法院公告 （HOLMES CHARLES LEE，美国阿肯色州）：
本院受理原告黄云肖诉被告（HOLMES CHARLES LEE）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桂1424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准予原告黄云肖与被告 HOLMES CHARLES LEE离婚。限你自本公告刊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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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培丰：本院受理原告蓝现文诉被告刘培丰、刘
学立（2019）吉 2426 民初 1799 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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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审判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影响案
件的审理。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THI NHIEN：本院受理原告谢伟荣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421民初890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离婚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盈华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9）鄂
01民初6125号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诉被告湖北福
星鸿泰商贸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盈华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张丽玲、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煤炭营销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20年5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0214民初6214号 LI KEYI、湖北
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东红诉被告无锡德思普科技有限公
司、LI KEYI、第三人湖北福诚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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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鄂 0104 民初 44 号 RACHID
CHOUKKI（楚克伊·拉稀德）：本院受理原告张雪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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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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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仁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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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已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7779号民事判决；二、被继承人王春辉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奖胡同6号房号分别为2、9的房屋中享有的二分之一的所有权
份额，由王霞及王红、王玲、王磊、葛岳阳、王慧民、王学隆继承，其中王霞享有该
处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王玲享有该处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王红享有该处
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王磊享有该处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葛岳阳享有该处
房屋1/30的所有权份额，王慧民享有该处房屋1/6的所有权份额，王学隆享有该
处房屋1/6的所有权份额；三、驳回王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葛际斋、葛岳阳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京02
民终7928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法院公告 PHUA THI KIM THANH：本院受理原告江
玉光与被告 PHUA THI KIM THANH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皖1021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江玉光与
被告 PHUA THI KIM THANH 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经济开
发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
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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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 赖怡梅同志：因你长期不请假不到岗，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等文件规定，经研究，我单位拟解
除与你的聘用合同。特此通知。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1月20日

公 告
2019 年 8 月 5 日 ，张 家 港 海 关 缉 私 分 局 查 获 一 起 涉 嫌 走 私

冻品案。涉案船舶船名为“SHUN DE LI”，张家港海关缉私分局

依法对该船予以扣押。

现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八条

进 行 公 告 确 认 船 只 权 属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个 月 内 ，请 上

述船只的所有权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有效权属证明文件到张家

港海关缉私分局认领、主张权利。逾期无人认领的，张家港海关

缉私分局将依法按照无主货物处理。

特此公告。

认领地址：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28号

联系电话：0512-58695826；0512-58695823

张家港海关辑私分局

2020年1月20日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关于召开专题董事会的通知

刘传生先生、徐学兰女士：
根据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董事会董事朱兆瑾、吴国兵提议，合

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召开专题董事会，现按《民
办教育促进法》及《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章程》规定，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年 3月 7日；
二、会议地点：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三、专题会议议题如下：
1.关于朱兆瑾、吴国兵辞去董事的事宜；
2.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事宜。
请你们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时间参会，无故不参加会议的视为弃

权。特此通知。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2019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