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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有多火

直播电商到底有多火？且看近日直播
带货界悄然开打的“三国杀”。

罗永浩在首秀中交出了惊人战绩——
支付交易总额1.1亿元。另一边，薇娅虽没
打破去年“双 11”单日 27 亿销售额的纪
录，但却在淘宝上“破天荒”地卖起了火
箭。而快手某网红主播创下单场带货上亿
元的战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播购物并不陌
生。自 2016年“直播元年”起，直播电商
产业不断蓄力，并随着“带货一哥”李佳
琦的一句“OMG！我的天呐！买它！”而
在全国爆红。

“相较于传统电商和实体商铺，直播带
货拥有更强的互动性和娱乐性。”有业内人
士分析称，在直播间中，主播往往会请到
嘉宾作为“产品体验官”，和粉丝以弹幕的
形式即时互动，让客户以更加新颖的方式
了解商品。大多数主播又有特定的粉丝群

体，因而能精准地推荐商品。
在疫情影响下，直播电商的优势得到

进一步放大，为不少宅家的朋友提供了
“逛街剁手”的机会。除了专业的带货选
手，企业创始人、非遗传承人甚至是市长
县长都纷纷开始了直播带货生涯，收获粉
丝的同时也拓宽了产品销路。防疫期间，
直播电商还帮助湖北茶商破解了卖茶难的
问题，开播当天销售额就达到 89万元，后
期又带货销售100万元。

“翻车”也不能“甩锅”

对于用户来说，抢到“爆款”的惊喜体验
妙不可言，但也可能被主播带进沟里。

频频“翻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佳
琦。去年 9 月，某商家销售的“状元蟹”
在李佳琦的直播间变身“最好的阳澄湖
大闸蟹”，后来因遭到媒体曝光而深陷虚
假宣传的泥潭。危机刚过，“一哥”又因
直播间卖出的脱毛仪货不对板、机身磨
损等问题，引发消费者维权，最终给下
单粉丝每人补贴 200 元，才避免了大面积
信任危机。

“网红带货很多涉及虚假宣传。”中国
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曾表
示，在直播带货中，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
消费者往往在“全网最低价”“限量秒杀”
等言语引导下“冲动消费”，这也使主播更
倾向使用“极限广告词汇”博人眼球、提
振销量。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 《直播电
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 《报告》） 指出，主播夸大和虚假宣
传、有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
售卖等成为消费者投诉最集中的问题。而
在近 4 成遇到过直播购物消费问题的受访
者中，只有 13.6%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维
权，近半数消费者因为“损失不大”自认
倒霉。

在个别社交直播平台中，销售高仿、
假货的现象屡禁不止，刷假单、雇水军骗

取客户信任的情况比比皆是，部分“小主
播”甚至和商家合伙忽悠消费者买单。一
旦出现问题，主播便会全力“甩锅”，甚至
不惜和商家“互踢皮球”。

带货主播要“珍惜羽毛”

纵观直播带货市场，产品“翻车”的
案例不在少数，面对“只要人气收益，不
担任何责任”的主播，消费者维权时往往
束手无措。

“目前直播带货主要有两种形式，无论
哪种情况，主播推卸责任都是不合法的。”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赵
占领分析称，如果主播推荐的商品是自己
经营的，出现问题就要以销售方的身份承
担法律责任；如果主播为其他商户带货，
那么本质上就构成了一种广告代言行为，
其所提供的产品若造成消费者损害也要承
担连带法律责任。

不过在现实中，产品“翻车”后的相
关追责措施却难以落实。很多消费者甚至
并未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发生，维权时也时
常面临主播和商家责任界定不明的情况。
对此，朱巍指出应尽快抓住 《互联网广告
管理暂行办法》 修订的机遇，把网红带货
列入法律规制范畴，进一步厘清带货主播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加强对直播带货
市场的规范和监管。

考虑到消费者向直播电商维权的积极
性并不高，《报告》建议相关部门畅通投诉
渠道，进一步简化处理流程，通过引入举
证责任倒置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维权成
本，鼓励消费者维权；同时充分运用消费
公益诉讼，帮助广大消费者维权，促使带
货主播“珍惜羽毛”。

主播们也必须意识到，纵使粉丝千
万、收入过亿，直播电商平台也不是信马
由缰的法外之地。只有在法律和社会共同
监管下，主播、商家和平台共同承担起相
应责任，消费者才会源源不断参与直播购
物，“直播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云中漫笔

《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近日发布

别让直播变成“翻车现场”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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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羊绒服饰旗舰店直播间，主播在直播讲解羊绒大衣。 新华社记者 杜一方摄

近日，罗永浩开启
直播带货首秀，观看人
数超 4800 万人，且“战
绩 ” 不 斐 。 作 为 一 个

“有故事的人”，罗永浩
除了创办锤子科技，还
曾做过英语老师、办过
网 站 、 成 立 培 训 机 构
等，此次他以主播的身
份直播卖货，消息一公
布就自带话题性。虽不
乏吐槽和唏嘘之声，亦
有众多网友纷纷为其动
容：“不断尝试，屡败屡
战，精神可嘉”“比摔倒
的次数多爬起来一次就
是英雄”……

直播带货本质上是
一种“注意力经济”或

“体验经济”的延伸。主
播个人效应和品牌折扣
吸 引 粉 丝 到 来 ， 即 时
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
的消费场景，又带来更
便利、更新鲜、更快捷
的消费体验，从而有效
提高了商品转化率。有
粉 丝 ， 有 话 题 ， 有 流
量，从商业的角度看，
罗永浩的这场直播无疑
达到了预期目标。

罗永浩首次直播的
“战绩”，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中国网络直播的
带货“魔力”。近年来，
中国线上经济大热，作
为新兴的商业模式，直
播带货成了新风口。据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
业的总规模达到 4338 亿元人民币，预计今
年中国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 5.26 亿
人，市场规模将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

有品牌商家坦言，跟罗永浩合作是
“看重他的群体影响力”。罗永浩此次直
播，是否能引领一股风潮，进一步吹响直
播带货的号角，吸引更多的行业大咖加入
直播队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特别指出的是，直播带货的核心是选
品和折扣。不论主播名气多大，直播团队
在选品、价格、营销及服务上必须要花更
多功夫，不辜负粉丝“隔着屏幕的信任”，
也唯有此，才能达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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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1民初20236号 苏翔：原告苏燕、苏
健与你、被告陈颖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京0101民初202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刊登之日起3个月内来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法院（南区）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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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CAMBODIAN NICE SATEL-
LITE TELEVISION STATION CO.，LTD：本院受理（2019）京 0105 民初 43198
号、（2019）京0105民初43199号原告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北京
博润鸿传广告有限公司、广西新影响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参诉须知、证据材料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9月8日上午九时在
本院第二审判区第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BING SU（苏兵）：本院受理原告刘娜沙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2民初4598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刘娜沙与BING SU（苏兵）离婚。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刘
娜沙负担（已交纳 75 元，剩余 75 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
2000元，由BING SU（苏兵）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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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川 0107 民初 2635 号
JOAQUIN RIVERA PEREZ：本院受理的（2018）川0107民初12048号原告曹晶
晶诉被告 JOAQUIN RIVERA PEREZ 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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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楼二十八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 0114 民初 12992 号
SIM KWANG TEE（中文名：沈观智）：本院受理的原告许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0114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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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舒扬：本院受理的（2019）川
0107民初571号原告刘肖涵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依法判令离婚；婚
生子刘芷含由原告抚养。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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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楼二十九审判庭公开审判此案。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史柏克林果汁私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
行初1190号原告上海摩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第三人史柏克林果汁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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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20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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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军伟：本院受理原告抚顺市隆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反诉被告）诉被告高华（反诉原告）、胡军伟（反诉原告）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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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韩默与被告翟彬彬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津
0111 民初 1148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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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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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吴卫荣与被告李京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津 0111民初 95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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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宇（日文名：YANAGI HIROSHI）：本院受理的
原告武清斌诉被告李雪莹、杨宇（日文名：YANAGI HIROSHI）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 民初 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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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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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浙0302引调5588号 施正东：原告
李爱美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定于2020年8月27
日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0302民初1386号 程成署：本院受理
原告诸思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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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公告 HO THI KHEN（胡氏赞）：本院受理原告罗玉铭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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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罗玉铭要求与你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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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公告 连英杰：本院受理原告沈春燕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苏0682民初8149号民事判决书：准许原告沈春
燕与被告连英杰离婚。案件受理费240元，由原告沈春燕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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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24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8958202565；开户行：中国银行
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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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
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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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一帆：本院受理原告侯迪诉被
告陈一帆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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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10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津 0111 民初 7972 号 富泰能源国际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天材昊业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富泰能源国际有限公
司及第三人天津市新仕阳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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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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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忻（LI XIN）：本院受理原告刘
鸿诉被告汪淼、李忻继承纠纷（2018）京0105民初81177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
刘鸿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0302民初136号 黄庐品：本院受
理原告张晓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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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华唯环球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京73行
初4039号原告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厂有限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华
唯环球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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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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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37482号关于第10719314号“鉴郎醇”商标无效宣告请求
裁定；二、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厂有限公司针对第
10719314号“鉴郎醇”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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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埃哥尔国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7867
号原告林国华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埃哥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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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决定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原告证据、被告答辩状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的 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 9月 15日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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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法国尚飞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行初1212号原告北京尖点国际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三人法国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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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决定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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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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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0年8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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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石忠兵：本院受理原告肖如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0621民初767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肖如存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177000 元及利息（以
177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联系电话：0513-68332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星美国际影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北京柏豪置业有限公司达美中心分公司与被告星美国际影院有限公司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9月14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沃尔夫斯蒂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 73行初
5322号原告杨锋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沃尔夫斯蒂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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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上午10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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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博智资本基金公司（PRIMUS PACIFIC PARTNERS
LTD）：本院对上海鸿元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欣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与博智资本
基金公司（PRIMUS PACIFIC PARTNERS LTD）、博华策略（天津）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四被告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5）高民（商）初字第3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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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10147号 赵红宇：本院受理赵
广宇、卜淑琴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你作为共
同原告参加诉讼。上诉人赵广宇、卜淑琴就（2019）京0101民初10147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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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JIA AN CHEN（中文名：陈嘉安）：本院受
理原告林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
0302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林琳与被告JIA AN CHEN（中文名：
陈嘉安）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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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
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丹瑞（DARREN BOYER MICHAEL）：本院受理
的原告王晓锦与被告丹瑞（DARREN BOYER MICHAEL）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5 民初 4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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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HUYNH THI LINH：本院受理原告张玉春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闽0428民初1628号民
事判决书。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张玉春与HUYNH THI LINH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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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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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视生态亚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美商宏鹰
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乐视生态亚太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京0105民初7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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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Manuela Atan Muin：本院受理原告张俊诉被告你
的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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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6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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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皓（CHENG HAO）：原告郭清、郭凤骥与被告程
皓（CHENG HAO）、第三人北京红石建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5 民初 32361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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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相满（SON SANG MAN）：本院受理原告金烨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1082 民初 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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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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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文孝：本院受理原告孙鼎年与韩文孝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613民初
1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韩文孝配合原告孙鼎年办理登记于韩文孝名
下位于烟台市菜山区莱山街道办事处西村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 100 元、公告费 2250 元，由被告韩文孝负
担。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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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LE THI NGOC HUYEN（黎氏玉玄）：本院受理
朱寿木诉你（2019）浙1024民初4460号离婚纠纷一案。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朱寿
木与被告 LE THI NGOC HUYEN（黎氏玉玄）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原
告朱寿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
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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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VOTHUY HONG XUAN：本院受理吕前锋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829民初54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吕前锋与被告VOTHUY HONG XUAN离婚。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PHAM THI CHUCLY：本院受理陈长悦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829民初131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准予原告陈长悦与被告PHAM THI CHUCLY离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30日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钟溢祥：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3317号原告钟耀雄诉被告钟国雄、钟永雄、钟惠红、钟溢祥继承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继承人钟炽勤名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213号之八402房由原告一人继承。现因被告钟溢祥（男，1952年5月3日出生，香
港居民，居住地址不详）在诉讼期间无法直接送达应诉材料，现本院向上述被告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被告钟溢祥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333号）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钟永雄：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3317号原告钟耀雄诉被告钟国雄、钟永雄、钟惠红、钟溢祥继承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继承人钟炽勤名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213号之八402房由原告一人继承。现因被告钟永雄（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
1990年 12月 26日移居塞班岛，居住地址不详）在诉讼期间无法直接送达应诉材
料，现本院向上述被告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被告钟永雄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8月18日上午8时45分在
本院第32法庭（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333号）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NGUYEN VU NHAT：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279号何细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
现因 NGUYEN VU NHAT（男，1969 年 10 月 22 日出生，加拿大国籍，护照号：
JQ249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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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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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庾哲龙：本院受理原告安图县蓝海工程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诉被告庾哲龙、刘玉先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吉 2426民初 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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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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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初287号 东大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洛阳晶润镀膜玻璃有
限公司及你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豫03民初28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俊安发展有限公司（GENERAL NICE DEVELOP-
MENT LIMITED）、蔡穗新（CAI，Sui Xin）：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被告山西平型关铁矿有限公司、被告深圳汇中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被告本溪俊安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满孚实业有限公司、被
告俊安发展有限公司（GENERAL NICE DEVELOPMENT LIMITED）、被告蔡
穗新（CAI，Sui Xin）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京民初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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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如皋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张一熙、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本院作出了（2019）京0101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如皋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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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如皋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被告张一熙、被告神农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清算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101民初2317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勇：关于原告黄荣实起诉被告陈
勇、陈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桂12民初3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彦（身份证号：110108197808026021）：许承季诉你
及许承姒、许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02民初4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许承姒、
许原、许彦协助许承季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塔院胡同1号1门14号房屋的产权过
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许承季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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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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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坤诉被告陈冠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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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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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初158号 钟嘉年：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圆方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民初 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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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关缉私分局公告 “SHANG HAO”号轮船所有权人：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持所有权证明文件至我局办理“SHANG HAO”号船
舶发还手续。逾期无人认领的，将按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

2020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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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 DE LI”船上查扣装有冻品的集装箱 63个，

张家港海关缉私分局依法扣押上述63个集装箱。

因集装箱无人认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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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权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个月内，请上述集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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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法律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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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号码：YMLU5298904、NYKU7137864、CCLU8582656、

F0LU6054234、ZCSU5940820、HARU5100324、MWCU6933122、

MWCU6696859、CCLU8586184、YCOU1755602、TTNU3068337、

NYKU7144890、MORU0704178、TGHU9941653、YMLU5344126、

MWIU6263557、GESU9267271、TGHU9951944、WHLU7717756、

NYKU7127932、HDMU5170396、YMLU5261485、TEMU4430880、

YMLU3096908、KKFU6690721、MATU5123256、NYKU7125673、

NYKU7114155、TRLU1660433、NYKU7133386、MATU5514116、

OCLU6134511、ECEU9131367、KKFU6562554、RJCU6087084、

YMLU5275679、TGHU9955826、TGHU9988917、ZCSU5772394、

JXLU5812012、SSDU6046909、YCAU0595576、PONU2101900、

EMCU5018264、MORU6703081、CHIV9005904、CCLU8580083、

NYKU7133175、YMLU5326396、YMLU5329327、GESU9137180、

CRLU1813454、PONU4782840、YMLU5343496、YMLU5322560、

SSDU6002717、ZCSU5171557、HLXU6745651、KKFU6401689、

PCIU6005951、NYKU7139419、JXLU5871695、POIU6713151

张家港海关缉私分局
2020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