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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天舟”：经典品牌功勋卓著

提起中国的宇宙飞船，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神舟”和“天
舟”。是的，它们经过多年磨砺，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载人飞船和货运飞
船的两大品牌，为中国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神舟”开始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在 2003年 10月，杨利伟乘神舟五号
飞船进入太空，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载人空间飞行，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继1992年开始实施、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后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大成就。

“神舟”一路见证中国载人航天的成长历程，接连实现从无人试验飞船到
载人飞船和宇航员出舱，从单人短暂太空飞行到多人太空工作生活超过 30
天，使中国掌握了手动和自动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成为第三个具备独立载人

航天能力的国家。
“神舟”最近一次飞天是在2016年。当年11月18日13时59分，在完成长

达33天的载人飞行后，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标志着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2017年 4月 20日，天舟货运飞船首次飞天，试验并完成了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3次自动空间交会对接，并成功对其进行了3次推进剂在轨补加，实
现了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突破。此外，“天舟”还突破了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
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奠定基础。

新飞船：大容量、多用途、可重复

有了“神舟”“天舟”为何还要研发新一代飞船呢？换句话说，新一代飞
船与“前辈”相比，“新”在哪儿呢？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要抓住3个关键
词，即大容量、多用途、可重复。

新飞船外观和结构更简洁，从“神舟”由返回舱、服务舱和轨道舱的3舱
结构，改为倒锥形大直径返回舱加服务舱两舱结构，起飞重量却大幅提升到
20吨级，大大超过多款“神舟”约 8吨的起飞重量，其搭载能力据报道可从

“神舟”最多3人提升至6-7人。
新飞船是名副其实“多面手”。与“神舟”“天舟”客货分流不同，它天

地往返运输时客货“兼营”，还能混合运输。比如，可以在搭乘3名航天员的
同时搭载约500公斤的货物。此外，与“天舟”只能给空间站上货相比，新飞
船还可将货物从空间站带回地球，而这种“双向”物流的能力对于未来空间
站开展实验无疑极为重要。

从肩负的使命看，新飞船统筹近地空间站运营和后续载人月球探测等任
务，可谓“打通”了中国“空间站计划”和“登月计划”。正是根据其具体任
务不同，有业内专家推测，新飞船将分为服务空间站建设和载人登月的两款
子型号。

新飞船注重航天成本控制，返回舱外层防热材料不再采用和飞船整体一
体的设计，改用可拆卸的模式，在飞行完成后方便更换，再加上采用“群伞+
气囊”着陆方式，可以更好地保护飞船本身不受损坏，保障飞船的重复使
用。据了解，新飞船研制团队目标是力争实现返回舱可重复使用10次，从而
降低飞船使用成本和载人航天的运营成本。

即将实施的航天任务被定为一次试验飞行，根据航天科技五院新一代载
人飞船试验船总体主任设计师杨庆介绍，此次任务旨在验证新飞船再入返回
控制、防热以及回收等一系列技术。新飞船的相关试验实际上早已开始。
2016年 6月，新飞船的缩比返回舱就曾搭载长征七号开展了相关试验。2018
年4月，新飞船回收着陆系统减速伞强度空投试验取得成功。

新火箭：大推力支撑行稳致远

即将迎来的发射任务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搭载的是“明星”航天
器即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还在于托举其一飞冲天的“大力士”长征五号B
遥一运载火箭。目前，相关照片显示，它已经组装完毕并在文昌发射场的塔
架上就位，巍然屹立的雄姿呈现在人们面前。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长征五号B
遥一火箭不仅有直径5米的芯一级主箭体，还捆绑有4个直径达3.35米的助推
器，箭体总长达 53.7米，这种结构使其成为中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
的运载火箭，起飞质量约85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22吨。

长征五号 B火箭是目前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家族两大成员之一，是在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基础上改进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可谓新火箭中的新来
者，此次飞行是该火箭的首秀。然而，作为中国载人航天的主力火箭，长征
五号系列运载火箭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就将“大型运载火箭和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列为主题之一。2006 年，一次性大型低温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开始立项研
制 。10年后，长征五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然而，在执行第二
次发射任务时失利。经过认真反思和查找，问题被找到并解决，2019年12月
27日，长征五号复飞成功，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即将执行的发射任务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复飞成功后的首秀，也是
长征五号 B火箭第一次发射，将进一步考验其性能。根据计划，2020年，长
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将执行多次任务，除此之外，长征五号还将发射火星探
测器和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这些都是中国航天本年度的重头戏。

新飞船+新火箭

中国航天迈向“四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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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人间四月天，春光不负赶路人。在
充满无限希望的明媚春天里，一路风雨兼程
的中国航天人正奋力实现新的突破。根据计
划，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将于4月下
旬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择机发射升空，而
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是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基础上改进研制的长征五号B遥一运载火箭。
目前，飞船的测试工作和火箭发射前各

项准备工作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按计划有序推
进。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投入此项发射
任务的各团队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的要求，力
争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按比例缩小模型亮相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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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贵州茅台矿泉有限公司股东参加公司强制清
算、履行强制清算义务的公告 吴衍龙、陈家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以（2019）
黔01清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贵州茅台矿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泉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8月12日以（2019）黔01强清3号之一决定书，选定四川豪
诚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组成清算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本院赋予清算组的职责，清算组查明吴衍龙、陈家草（以下简
称你方）系矿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股东依法享有在公司清算中申报债权、分
配剩余财产等项权利，同时负有接受清算组询问并配合清算的法定义务。据清
算组调查，你方在担任股东期间，存在股权变动不清及出资不实等情形，严重影
响到清算工作的开展。现本院通知你方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清算组说明
情况并缴清欠缴的出资。若未按时到清算组处说明情况或拒不配合清算工作，
你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特此公告。清算组联系方式：刁涛（13881782139）、马洋（18798755897），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次南门茅台大厦，邮编：550001。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04民初266号 ZHU LEI(朱磊)：
本院受理原告杨长征与被告ZHU LEI(朱磊)、创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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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9月2日下午3点30分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04民初267号 ZHU LEI(朱磊)：
本院受理原告吴京春与被告ZHU LEI(朱磊)、创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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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9月3日下午2点整在本院第
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案号：（2020）京04民初268号 ZHU LEI(朱磊)：
本院受理原告姜海涛与被告ZHU LEI(朱磊)、创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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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2020年9月3日下午3点30分在本院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告 BAUER OLAV KRISTOFFER（中文名：庄小
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邓同峰与被告 BAUER OLAV KRISTOFFER（中文名：庄
小龙）、北京邬巢世纪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祝莺燕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京 0113 民初 517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涉港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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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苏 0981 民 初 5154 号 MASANOBU
WATANABE（渡边雅信）：本院受理原告周小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苏0981民初5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准予
原告周小兰与被告MASANOBU WATANABE（渡边雅信）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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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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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号 王志军：本院受理原告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青岛安泰信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永信置业有限公司、青岛格林置业有限公司、潍坊鑫亮佳工程
装饰有限公司、王志军、孙国栋、官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京04民初620号
一案，潍坊鑫亮佳工程装饰有限公司、孙国栋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
议，本院依法作出（2019）京04民初62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潍坊鑫亮佳工程装饰
有限公司、孙国栋的管辖异议。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管辖权异议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8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1民初4374号 杜葵：本院对包罗与
你、李淑慧、杜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01
民初2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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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京04民初78号 朱磊：本院受理原告王
爱军与被告朱磊、宁波赛伯乐亨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案[案
号为（2020）京04民初7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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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和 45日内，并定于 2020年 10月 13日上午 9时 30分
在本院四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宁可科：本院受理的原告姚桂莲
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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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0111民
初163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宁可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姚
桂莲将位于房山区良乡西潞园一里4号楼4幢②-602房屋过户至姚桂莲名下；因过
户产生的税费由姚桂莲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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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沈名、郑燕名：本院对孙霏与孙中旦等人遗赠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28375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孙庆元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
大街甲8号17号楼4门2号房屋归原告孙霏继承；二、鉴定费36900元由被告孙中
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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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京04民初109号 侯凡兴（FRANK FAN
XING HOU）、侯馥兴（FUXING HOU）：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维航通达法律顾问有
限公司与被告侯方兴、侯凡兴（FRANK FAN XING HOU）、侯馥兴（FUXING
HOU）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2020）京04民初10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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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材料、诉讼服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 8月 24日 14：00在本
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鄂0192民
初3521号 阮氏玉贤：本院受理原告张平乐与被告阮氏玉贤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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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724执309号 王洋：本院于2020年3月
24日受理河南青岭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与王德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公告告知你如下事项：一、向你送达（2020）豫0724执309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归还借款本金
3982000 元及利息（以 3982000 元本金为基数，从 2013 年 3 月 24 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暂算至2020年3月23日利息为6686400元）；2.案件受理
费 20086 元、保全费 5000 元、诉讼保全保险费 4500 元、律师费 91600 元、执行费
78160元。二、向你送达（2020）豫0724执309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公告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三、如你
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本院依法将对诉讼中查封你位于新乡市建业壹
号城邦小区的房产（房产备案号 2011-028274、2011-028284、2011-028418）启动
拍卖程序，且你应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第十五日上午九时到获嘉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执行二室对上述房产进行议价、询价或选择评估机构。如你拒不到场，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璐（WANG LU）：原告李德嘉与被告王璐（WANG
LU）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京0105民初17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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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明生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贾建明与被告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明生投资有限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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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上午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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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睿众投资有限公司、被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京0105民初15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睿众投资
有限公司、被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已支付押金四十一万八千九百
六十九元八角一分，原告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须退还。二、被告北京
睿众投资有限公司、被告 ARIA IRIS GLOBAL LIMITED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
日内支付原告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日期
间租金、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至三月十四日期间占用使用费、违约金共计二十七
万零四百五十四元。三、驳回原告北京高亿房地产开发有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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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Nicholas James Macdonald Outlaw、
Michael Philip Outlaw、Elizabeth Jane Huggins、Jennifer Anne Outlaw：本院受理
原告李红诉被告张一凡等5人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四方被告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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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蔡正望、金琼、陈文、叶荣财、陈斌：本会受理申请人翁凯
婕与被申请人蔡正望、金琼民间借贷纠纷案［（2020）榕仲受90号］、申请人陈泷与
被申请人蔡正望、陈文民间借贷纠纷案［（2020）榕仲受91号］、申请人林武明与被
申请人蔡正望、叶荣财、陈斌民间借贷纠纷案［（2020）榕仲受92号］，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书》《增加仲裁请
求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等。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选定仲裁
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选定仲裁员期限
届满后第一个工作日将依法组成仲裁庭，你们应于仲裁庭组成后第一个工作日
到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现定于2020
年9月10日上午9：30起在本会第一仲裁室开庭审理（本会地址：福州市杨桥东路
142号杨桥大厦一层）。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蝶蛹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4902号
原告张春桥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蝶蛹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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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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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蝶蛹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4901号
原告张春桥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蝶蛹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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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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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晓群：本院受理原告孙晓平、孙晓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诉你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京0102民初8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百万庄辰6号楼6幢30-2的房屋归原告孙晓平所有，原告孙晓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孙晓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被告孙晓群房
屋折价款各一百八十三万五千七百五十元；二、驳回原告孙晓平、孙晓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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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1元，由原告孙晓平、孙晓
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负担 47401 元（已交纳 5650 元，余款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孙晓群负担15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评估费 20800元由原告孙晓平、孙晓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
负担15600元，被告孙晓群负担5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给付给原告
孙晓平，孙晓方（SUN ADAM XIAO-FANG）、孙云）；公告费3600元由被告孙晓
群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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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哈瑞堡里凯利斯泽恩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9）
京73行初1272号原告硕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哈
瑞堡里凯利斯泽恩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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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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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上午11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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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尤妮佳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京73行初9534
号原告福州鼎彩日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尤妮佳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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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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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宇洪：本院受理原告刘家恩诉被告李宇洪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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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上午10时在
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闵淑（英文名：LEE MIN SUK）：本院受理的原
告龚雁斌诉被告北京科仪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李闵淑（英文名：LEE
MIN SUK）、梁宏海、金容完（英文名：KIM YONG WAN）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 0105 民初 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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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达文：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陈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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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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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丁文（DING WEN），男，美国国籍，1935年 4
月 23 日出生，住 33Hi1lwood PL.Norwalk CT.06850，护照号：495195437：原告薛
枫向本院起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5民初2680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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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桂岑：本院受理原告高月琴诉你及夏平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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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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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103民初7619号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黄湄诉被告秦璎琳、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粤0103民初7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秦璎琳、李杰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湄清偿借款本金266164.15元；二、被
告秦璎琳、李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湄支付利息（以
266164.15元为本金，从2018年3月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
标准计付）；三、驳回原告黄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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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黄湄负担7874
元，被告秦璎琳、李杰负担3926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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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黄湄、被告秦璎琳在法定
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屈启豪：本院受理（2020）粤0105民初7176
号张颖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决双方离婚。现因屈启
豪[男，1990年9月30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P6410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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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惠婵、肖志宾、肖丽雯、肖
丽君、肖丽梅、肖婉明、何崇源、赵绮年、赵晓中、何维坤、何崇基、何崇本、何维端、何
崇熙、康乐民、康惠民、康治平、简其健、简孟、朱兰娟、何惠冰：本院受理（2018）粤
0105民初16051号第一原告何小红、第二原告何维玲、第三原告何崇智、第四原告
何琼、第五原告何维英、第六原告何文穗、第七原告何文英诉第一被告李惠婵、第
二被告肖志宾、第三被告肖丽雯、第四被告肖丽君、第五被告肖丽梅、第六被告肖
婉明、第七被告何崇源、第八被告赵绮年、第九被告赵晓中、第十被告何维坤、第
十一被告何崇基、第十二被告何崇本、第十三被告何维端、第十四被告何崇熙、第
十五被告康乐民、第十六被告康惠民、第十七被告康治平、第十八被告简其健、第
十九被告简孟、第二十被告朱兰娟、第二十一被告何惠冰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共同继承房产登记号为地字6652号，房产地
址广州市南华中路49、51号产权中被继承人何泽名下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继
承后原告一占上述房屋15/63的产权份额，原告二、三、四、五各占上述房屋1/630
的产权份额，原告六、七占上述房屋1/1134的产权份额，被告一、二、三、四、五各
占上述房屋的1/630的产权份额，被告六占上述房屋1/126的产权份额，被告七、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占上述房屋1/567的产权份额；被告八、九各占上述
房屋1/1134的产权份额，被告十五、十六、十七各占上述房屋1/189的产权份额，
被告十八、十九各占上述房屋1/126的产权份额，被告二十占上述房屋1/105的产
权份额，被告二十一占上述房屋1/63的产权份额；2.判决原告与被告共同继承房
产登记号为地字6652号，房产地址广州市南区南华中路南洲局前街22号之1产
权中被继承人何泽名下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被告一、二、三、四、五各占上述房
屋的1/630的产权份额，被告六占上述房屋1/126的产权份额，被告七、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各占上述房屋 1/567 的产权份额，被告八、九各占上述房屋 1/
1134的产权份额，被告十五、十六、十七各占上述房屋1/189的产权份额，被告十
八、十九各占上述房屋 1/126 的产权份额，被告二十占上述房屋 1/105 的产权份
额，被告二十一占上述房屋1/63的产权份额；3.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所有继承
人共同承担。现因第一被告李惠婵（女，汉族，1933年 11月 12日出生，住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区华榕街6号1204房，公民身份号码440104193311121026）、第二被告
肖志宾（男，汉族，1959年5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华榕街6号1204
房，公民身份号码 440104195905241016）、第三被告肖丽雯（女，汉族，1952年 2月

21 日 出 生 ，住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海 珠 区 复 兴 六 巷 31 号 206 房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104195202211048）、第四被告肖丽君（女，1962年12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40104621202102）、第五被告肖丽梅（女，1950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40104501115044）、第六被告肖婉明（女，193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
庆市端州区城中路 174 号 8 幢 302 房，公民身份号码 442801193407281041）、第七
被告何崇源（男，1930 年 6 月 28 日出生）、第八被告赵绮年（女，中国护照号
G38619381）、第九被告赵晓中（男，加拿大护照号 HP929967）、第十被告何维坤

（女，1935年7月23日出生）、第十一被告何崇基（男，1937年3月10日出生）、第十
二被告何崇本（男，1938年12月5日出生）、第十三被告何维端（女，1941年10月22
日出生）、第十四被告何崇熙（男，1943年4月5日出生）、第十五被告康乐民（女，
195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翠城南街76号1703房，公民身
份号码 440105195007063322）、第十六被告康惠民（女，1951 年 2 月 28 日出生，汉
族 ，住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白 莲 塘 巷 10 号 104 房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10419510228192X）、第十七被告康治平（男，1953年 12月 18日出生，汉族，住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前 22号之二，公民身份号码 440105195312183312）、第
十八被告简其健（男，1946 年 7 月 30 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区巷
125 号三楼，公民身份号码 440105194607302417）、第十九被告简孟（身份不详）、
第二十被告朱兰娟（女，1931年 5月 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和平
路13号，公民身份号码440105193105023341）、第二十一被告何惠冰（女，1930年2
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29号704房，公民身份号码
44010519300226242X）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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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14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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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公告 TRAN THI MY KHEN：本院受理马登帅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0829民初833号判决书，
判决：准子原告马登帅与被告 TRAN THI MY K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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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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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鲁0602民初65号 王学萍：本院受
理原告王学兵诉被告王学科、王学敏、王学卫、王学花、王学红及你法定继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决位于烟台市芝罘区裕顺巷23-2号的不动产
由原告继承所有，六被告协助办理不动产产权过户手续；2.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毓璜顶人
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鲁0602民初10829号 刘永江：本院
受理原告吴晓晖诉你及被告林乐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9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上诉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逸林：本院受理向文华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9）粤0306民初442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0年8月14日10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贞子：本院受理李元
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 0423 民初
20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李元根与罗贞子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00
元，由李元根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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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伟伦：本院受理钟里金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桂0603民初1482号民事起诉状、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
三个月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为举证答辩期限，并定于期满后第1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14民初5613号 叶枋
舟（FANG ZHOU YE）：本院受理的原告曹国强、曹磊诉被告叶枋舟、叶伟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14民初5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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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松燕、江淼：本院受理的
原告江文华诉江文侠、江松燕、江卫国、江卫民、江淼、江珊、袁明秀继承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袁明秀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朴昌男：本院受理原告安图县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诉被告朴昌男（2020）吉2426民初437号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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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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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孙元隆：广西钦州市钦南国民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钦州市德陞投资有限公司、孙元隆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依法受理，案号为（2020）桂07民初2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民初19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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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十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期满后的次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相铉：嘉丰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及掌游天下（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掌游天下（北京）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白相铉之间的《关于“POP Star！消灭星星”游戏软件著作
权之授权及权利证明书》无效；2.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本案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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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
点在新海大厦办公中心七层第三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