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网上中国

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中国网络视听行业近年蓬
勃 发 展 ， 网 络 综 艺 节 目 的 主
题、样式愈加丰富，与此同时
也出现泛娱乐化、低俗媚俗等
问题。近日，按照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工作部署，在总局网络
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下，中国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联合央
视网、芒果TV、腾讯视频等10
家 视 听 节 目 网 站 制 订 并 发 布

《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
则》（下文简称 《细则》），全
面规范网络综艺节目发展。

综艺节目的主创及出镜人
员，不得选用因丑闻劣迹、违
法犯罪等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的艺人……《细则》 围绕才
艺 表 演 、 访 谈 脱 口 秀 、 真 人
秀、少儿亲子、文艺晚会等各
种网络综艺节目类型，从主创
人 员 选 用 、 出 镜 人 员 言 行 举
止，到造型舞美布设、文字语
言使用、节目制作包装等不同
维度，提出 94 条具有较强实际
操作性的标准，落实后将对提
升网络综艺节目内容质量起到
重要作用。

如今网络综艺节目已撑起
综艺市场的“大半边天”。随着
网络综艺市场壮大，监管规范
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此次发布
的 《细则》 列举综艺节目的常
见问题，涵盖目前最为流行的9
种节目类型。其中，少儿亲子
类 节 目 、 访 谈 及 脱 口 秀 类 节
目、选秀及偶像养成类节目是
审核细则条目最多的3类节目。

《细则》 对少儿亲子类节目
的规范多达 15 条，为孩子撑起
一把“保护伞”。如规定少儿亲
子类节目不得出现少儿着装暴露或模仿某些成年
人装扮；不得集中展现或宣扬炫富、享乐主义等
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价值观；未成年
人节目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
女等。

此次《细则》还特别强调网络综艺节目的安全
规范，在第15条、第81条、第82条及第84条中多次
规定不能“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没有安全指导和
安全提示”等，以此保护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

网络综艺节目在追求点击率的同时，也须重
视价值引领和社会影响。有了正确的尺子，才能
更好地把握度。在 94条明文细则的指导下，网络
综艺节目的从业者能明白知悉“红线”和“底
线”，有具体的标准规则可依。从长期看，《细
则》 的出台有利于建设良好网络生态，促进行业
朝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引导相关平台呈现更多
优质正能量作品。

网上“抢菜”，“云端”办公

前些天，离北京市民张女士家 100 多
米的一家大型生活馆重新开业，里面蔬

菜、瓜果、肉类、调料等生活用品一应
俱 全 ， 但 张 女 士 还 是 选 择 “ 宅 ” 在 家
里，需要的生活用品、生鲜都通过网络
平台下单。

“主要是害怕人员聚集造成感染，另
外网络平台也很方便。”张女士说，从事

生鲜配送的网络平台不少，但价格适中、
服务品质好的不多。“评价较好的网络平
台卖菜时间不一样，为了‘抢菜’还要定
好闹钟。”

记者近日在北京市一家大型超市看
到，和以往店里热闹的气氛不同，如今寄
存柜台反倒一片忙碌：超市工作人员根据
网上订单将商品装好打包，不时有电商平
台的配送员前来取货。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的盒马鲜
生十里堡店，一袋袋菜品被整齐码放在一
起，数十名配送员迅速将其放入配送箱，
送往下单客户的小区门口。北京盒马总经
理李卫平表示，受疫情影响，人们线上卖
菜需求激增，远超盒马服务能力，为此盒
马紧急调配人力，与其他企业临时“共享
员工”。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共享员工”
陆续回到原来工作岗位，大量空缺岗位将
出现。

盒马预计，今年全国盒马岗位人才需
求将达 3 万。随后，苏宁、家乐福推出万
人招聘计划，应对平台员工紧缺。

居家防疫期间，“万物皆可网购”已经
成为趋势。除生鲜类产品大幅增长外，宠
物生活、游戏设备和健身训练类的商品品
类也颇受人们追捧。手游、直播、网购等
以手机为基础的行业出现增长，新零售行
业出现新的变化。此外，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有效运用于电子商务，促进网络
3D购物、实体店自助结算、无人超市24小
时营业等，能够更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消
费需求。

随着全国各地复工，“云办公”“云会
议”成为新时尚。“现在我都习惯在家办公
了。”每天上午9时，在北京一家企业办公
的王俊都会通过在线办公软件“钉钉”阅
读同事共享的文档。遇到需要讨论的问
题，他们还发起会议直播。很多企业运用
共享文档，让员工线上填报健康状况、订
餐信息等，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

门发布通知，支持电信运营企业为中小企
业免费提供 6 个月以上云视频会议等云上
办公服务，鼓励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为企业提供集成式信息化解决方案，并支
持培育电子商务、线上咨询、无人配送、
大健康等新业态新模式。

“‘宅经济’是疫情冲击下的产物。”大成
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认为，
在“宅经济”火爆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疫情对
相关行业带来的长期影响，比如新的商业模
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

后续运营能力是关键

2003 年 SARS 防疫期间，阿里、京东
等电子商务成长壮大，并逐渐成为人们生
活的一部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人们的“宅生活”培养和强化了“宅
经济”的消费习惯，生鲜配送等“宅经
济”或将迎来新的“风口”。

各级政府部门、行业组织近期陆续出
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科技部火炬中心 2
月 6 日出台的 10 项“暖企”措施中提出，
鼓励相关部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适当减免
办公承租、实验、科研和生产用房的租
金。成都新经济企业俱乐部日前发布首批

《成都新经济企业疫情防控能力清单》，遴
选了居家休闲、居家娱乐、居家办公、居
家学习等一批适用于抗击疫情背景下各类
场景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疫情结束后，“宅经济”如何
避免“昙花一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比如，一些顾客在体验网上买菜后表
示，很多平台目前存在界面设计不符合顾
客购买习惯、配送商品和下单菜品不符、
质量不佳等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生鲜配送的火
爆，跟防疫期间很多餐饮店暂停门店运营
有关。疫情结束后，生鲜电商如何留住用
户、增加“黏性”，能否真正拥抱行业的

“春天”，考验着平台后续的运营能力。

云中漫笔

是短期现象还是新型商业模式？

应对疫情，“宅经济”更火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办公在“云端”、买蔬菜瓜果用手机下单……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大多数人“宅”在家里，给餐饮、旅游等行业造成

一定冲击，但与此同时，网络购物、餐饮外卖、生鲜配送、远

程办公等“线上经济”或“宅经济”更火爆了，众多公司抢滩

线上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异军突起的“宅经济”撑起了今年国内春

节档消费的“半边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但更需要关注

疫情可能对线上行业带来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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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0113民初3807号 朱华
（英文名：ZHU HUA）：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军诉被告朱华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天竺法庭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作出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 0304 民初 12669 号之一 LOKE
JIA RONG，DENNIS：本院受理原告陈奇娜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百
六十九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0304民初12669号民事判决。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LOKEJIA RONG，DENNIS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陈奇娜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237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人民币
123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8年8月18日起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奇娜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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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费 2810
元、保全费1147.46元、公告费4000元（均已由原告陈奇娜预交），均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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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书次日起7日内向该法院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飞：本院受理原告程呈与被告田飞离婚纠
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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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民一初字第1060号 莎
夫琴噶·斯维达·拦娜（SAVCHENKO SVETLANA）：本院受理的（2015）海民一初
字第1060号原告武长春诉被告SAVCHENKO SVETLANA离婚纠纷一案已依法
作出判决。因无法以其他方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武长春与被告莎夫琴
噶·斯维达·拦娜（SAVCHENKO SVETLANA）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300元，两项合计 600元，由被告莎夫琴噶·斯维达·拦娜（SAVCHENKO SVET-
LANA）承担[上述费用原告武长春已向本院预交，由被告莎夫琴噶·斯维达·拦娜

（SAVCHENKO SVETLANA）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给原
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维嘉：本院受理原告麻士萍、朱长有诉你、张淑
贞、周一凡、周晓晴和周卫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麻士萍、朱长有要求：1.判令
原告与被告张淑贞及周秋岩之间的关于西城区西便门东里10号楼14-1405室房
屋买卖合同有效；2.判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东里10号楼14-1405室房屋归
原告所有；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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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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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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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南区（西城区半步桥
街50号）1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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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京 04 民初 67 号 WHALE（ASIA）IN-
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ZHU XUN（朱
洵）：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信中利美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北京东方惠
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王方、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WHALE（ASIA）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ZHU XUN

（朱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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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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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麦薇、王荻：本院受理原告张列三与被告张宇及你
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
9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继承人张黛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蓟门东
里9号楼301号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056719号）归原
告张列三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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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克斯和安妮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行初2795号原告阿拉贝拉私人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亚历克斯和安妮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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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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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克斯和安妮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行初2794号原告阿拉贝拉私人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三人亚历克斯和安妮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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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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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控股有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原告
北京市宏达贸易商行就（2018）京0115民初481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院已
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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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桂清：本院受理原告孟秀珍、赵兰松与你及赵兰
盈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原告孟秀珍、赵兰松的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四人共同
继承赵明武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二区42号楼805号房产，原告孟秀珍
占有八分之五份额，原告赵兰松与被告赵兰盈、赵桂清各占有八分之一份额；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7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北区四层第二
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Seo SongWon：本院受理北京莱福世纪置业有限公
司与Seo SongWon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
交的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7月24日上午9
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爱邦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初
7643号原告成都天航智虹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
人爱邦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专利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一审行政判决书。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请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用100元。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本德·西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已审结原告李娜诉被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本德·西日用品有限公司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73行初61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撤
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 72161号关
于第 7362105 号“BALLARINI”商标撤销复审决定；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
李娜针对第7362105号“BALLARINI”商标提出的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上述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明善：本院受理原告宋英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辽 0113 民初 202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尹家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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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公告 SENSE PRODUCTION：本院受理原告亳
州景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追加被告申请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泽龙：本院受理原告刘燕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602民初385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准予原告刘燕与你离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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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鲁0602民初11500号 范俐：本院受
理原告马桂荣诉你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原告请求依法分割位于烟台市芝罘区丹桂街11号内3号的房产。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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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毓璜顶法庭第1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由芝鹏：本院受理上诉人由芝芬、由芝会、由芝
宏、由芝诚与被上诉人由芝鹏、由芝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6民终757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LEE JAI BOK（李栽馥）：本院已受
理原告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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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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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届时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鄂01民终1426号 杨嘉琪、杨晓丹：本
院受理上诉人白莉芳与被上诉人周邦红及原审被告杨嘉琪、杨晓丹及原审第三人顺
驰置业武汉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与你们取得联
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鄂01民终1426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丹：本院受理张智杰诉姚丹（原身份证号：
420106196704274413）、袁焰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鄂0115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
夏区纸坊街武昌大道富丽·畅馨园16栋2单元4层2室房屋归张智杰所有，并由你
与袁焰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由张智杰支付你房屋补偿款8424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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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SHUN QIN XIAO：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138号龙志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原告
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二、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因SHUN
QIN XIAO（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加拿大国籍，护照号：WP125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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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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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8时45分于本院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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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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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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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粤 0115民初 56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9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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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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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鲍隆杰：本院受理原告鲍丽娜与你、被告鲍海之、被
告鲍隆武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
民初9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槐柏树街
南里 8 号楼 17-3-302 房屋（建筑面积：45.08 平方米）中被继承人张秀珍享有的
50%产权部分，由原告鲍丽娜继承、所有；上述房屋继承后，由原告鲍丽娜、被告鲍
海之按份共有，每人享有房屋产权份额的50%。二、驳回被告鲍海之的其他诉讼
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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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氏美贞：本院受理原告廖真龙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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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爱华：原告翟小童、刘小燕诉你和孙凤荣、翟加
林、翟纯杰、翟援朝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
判员蔡玫担任审判长，依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李宏志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翟玉民名下车牌号：京JP1607的
别克汽车一辆，由翟小童继承所有，翟小童依法向被告五人支付车辆补偿款；2.判
令二原告依法继承翟玉民名下的存款。本案诉费由被告负担）、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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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4-52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CEJE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京73行初7896号
原告菲诗小铺株式会社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CEJE股份
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一案，你方为第三人，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如下：驳回
原告菲诗小铺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菲诗小铺
株式会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菲诗小铺株式会社、CEJE股份有限公司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告
菲诗小铺株式会社不服该判决，已向本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行政
判决书及原告菲诗小铺株式会社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铉浩：本院受理原告赵京淑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 0211 民初 93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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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陆明玉：朴万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
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院定于
2020年7月17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
庭（吉林大街101号，世纪广场对面，科技馆旁）家事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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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桂05民初5号 杨国军、李香
韦：本院受理原告韩雯与被告杨国军、李香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于杨国军、李
香韦下落不明，现依法向杨国军、李香韦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
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申请审委会委员回
避权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广东路135号）B区一楼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苏 0322 民初 134 号 金硕准（SEOKJUN
KIM）：本院受理原告魏晓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苏 0322民初 1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90日内来本院少年家
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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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Notice
As decided by Bank of India Head Office and approved by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Bank of
India Shenzhen Branch has stopped business and started the pro-
cess for closure. Bank of India Shenzhen Branch has lawfully as-
signed all the debts (including principal, interest and penalty in-
terest) owed by the following debtors and guarantees made by
relevant guarantors to Bank of India (Hong Kong Branch).

Relevant debtors and guarantors are requested to perform
their relevant obligations to the Bank of India (Hong Kong
Branch)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Where
the debtors or guarantors changes its name, restructures its enter-
prise, closes its business, revokes its business license or loses its
qualification as a civil subjec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new
superseding subject or the liquidating subject shall fulfill the obli-
gations or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Contact Person：Bank of India (Hong Kong Branch)
Telephone：+852 2820 9243 / +852 2524 0186
Email：Boihk.Credit3@bankofindia.co.in

Bank of India Shenzhen Branch
Bank of India (Hong Kong Branch)
Date:February28,2020

通 知

据印度银行总行决定并经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印度银行深圳分行已停止营业并进入关闭程序。印度银行深

圳分行已将对下列借款人及相关担保人所享有的相关债权（含本

金、利息及罚息）及担保权依法转让给印度银行（香港分行）。

请相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尽快向印度银行（香

港分行）履行相关义务。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新的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联系人：Bank of India (Hong Kong Branch)

电 话：+852 2820 9243 / +852 2524 0186

电子邮箱：Boihk.Credit3@bankofindia.co.in

印度银行深圳分行

印度银行（香港分行）

日期：2020年2月28日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杨府房征【2019】6号《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下列人员所在的房屋被列入

杨浦区大桥街道88街坊征收范围内。

为保证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和征收工作按期完成，希望以下

房屋权利人(也可委托代理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上海

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协商房屋征

收补偿事宜，征收基地办公室设在杭州路217号。倘若未与征收部

门达成协议，将根据有关规定，报请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依法作

出补偿决定。

一、松潘路11弄10号赵秀兰（一人）

二、渭南路81号底楼、二楼骆晓强（一人）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先生/朱女士 电话：021-55827355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1：00 下午2:00-5: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杭州路217号（88街坊征收基地办公室）

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8日

Debtors

Global Trading Company

Best Growth Industries Ltd.

Shenzhen Sure Hope (HK)
Co., Limited

Aashu International Limited

Great China Manufacturing
Ltd.

N.T Exports Limited

Guarantors

Gurnani Rajiv Haridas

Hitesh Vensiani、Dhanwanti
Hitesh Vensiani

ZHONG Yuetian、Jaswinder Singh

Vijay Kumar Tejumal
Kevalramani、Harish Tejumal

Kewalramani

Sunil Bansal、Sanjay Bansal

Sonia Jaiswani、Kamal Kumar
Jaiswani

借款人

Global Trading Company

Best Growth Industries Ltd.

Shenzhen Sure Hope (HK)
Co., Limited

Aashu International Limited

Great China Manufacturing
Ltd.

N.T Exports Limited

担保人

Gurnani Rajiv Haridas

Hitesh Vensiani、Dhanwanti
Hitesh Vensiani

钟月天、Jaswinder Singh

Vijay Kumar Tejumal
Kevalramani、Harish Tejumal

Kewalramani

Sunil Bansal、Sanjay Bansal

Sonia Jaiswani、Kamal Kumar
Jaisw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