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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
赛航。”这两句诗说的正是有600多
年历史的三溪村夜赛龙舟习俗。三
溪又叫鼎溪，发源于长乐、福清交界
处的群山中，素有“长乐第一溪”的
美誉。溪水流入抟纱潭、龙潭后，分
北、南二溪，与上游的潼溪鼎足而
立，故有三溪之称，村因溪而得名。

三溪村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
村，因水而生，因水而灵。有水之处
必有桥，村中现存5座建于唐宋年
间的古老石桥：大桥、平桥、小桥、

当桥和下桥。石桥依次横跨溪上，
沿途民居夹岸，鳞次栉比。

三溪村自古民风淳朴，村中先
贤惜时如金，早出晚归，勤劳智慧。
端午期间，人们日间外出劳作，谋
取生计；夜幕降临，收工回来吃了
粽子，才出门相邀，竞渡龙舟，各显
身手，名曰“加场赛”。这种别出心
裁的龙舟夜赛，可以保证劳作与娱
乐两不误。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
六，村民在夜间以划龙舟、赛龙舟，
祈盼风调雨顺，平安健康。

出于夜赛所需，三溪龙舟的制
造也不同于其他地方。三溪村的龙
舟品种多，26座的龙舟，以巍峨壮
观深受青壮年喜爱；四尺长英姿勃
发的龙舟，适用于豆蔻少年；还有
两尺长的玲珑小舟，专供儿童在溪
里嬉戏……三溪的女子，妩媚中透
着刚强，纷纷登上龙舟，与男子乘
风竞斗，一试高下。难怪有人称慕
三溪女子，巾帼不让须眉。

记得去年，我特意去三溪观赏
龙舟夜赛。刚下车，就听见呼喊声、
加油声，锣鼓锵锵，鞭炮啪啪，空气
中满是喜悦。疾步向前，只见从村

中穿过的南溪，在灯光辉映下闪闪
烁烁，如梦似幻。两岸及数处桥上，
凡有立锥之处，无不被人围得水泄
不通。此时，摩拳擦掌的桨手们精
神抖擞，随着一声令下，瞬间桨橹
飞舞、水花迸溅，四处炸响的鞭炮
声、吆喝声和岸上观众的欢叫声，
交相呼应，弥漫溪河两岸；一团团
升空的礼花，把整条航道点缀得如
同白昼。鼓乐声中，一艘艘龙舟箭
一般向前射去，船首犁开的溪水，
洒向两边，顿时波涌如银，浪溅如

金。摄影爱好者早已架好“长枪短
炮”，抓拍瞬间的美景。只见舟过弯
道，掌舵者弯腰马步，全赖臂力定
向；两船接近，锣鼓者竞相发出更
急迫的哨音；不一会儿，在溪道狭
窄处相拢的两队龙舟，时而互相穿
梭，时而并肩飞越……

当地居民介绍，三溪龙舟夜赛
既无名次，也无奖金荣誉，只为过把
瘾。每年端午节，划龙舟成为三溪人
爱乡、思乡的情感纽带，吸引着长年
在外的三溪人回乡过节，加上远道
而来的游客，村里热闹非凡。龙舟夜
赛已成为三溪村的文化品牌。

三溪村的龙舟都由村民自己
建造，竣工之日，新船试水，极为隆
重，要发帖邀请邻近各村的龙舟前
来“斗龙”。村头宽阔的溪面上，几
十艘龙船井然有序，乡亲们按惯例
两两竞渡。比赛开始，水面上旌旗
招摇，锣鼓喧天，场面蔚为壮观。龙
舟夜赛后，村民们当夜会把龙舟抬
到岸上翻转，翌日再翻正，然后抬
到祖庙中保存，以待来年。

上图：三溪村龙舟夜赛。
吴恩儿摄

今年 6 月是第 19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的旅游行
业，其安全至关重要。多地文旅部门发
布安全出游提示，多措并举，“消除事
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成为重要主
题，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面向广大游客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

正值汛期，以旅游道路安全、地质
灾害预防等为主要内容的汛期旅游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已在多地
景区展开，并按规定适时发布汛期旅
游安全预警。

安全意识渐入人心

进入 6 月，湖南省长沙市导游协
会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旅游安全系
列之旅游安全实务手册”，包括社会
安全事件篇、旅行意外险攻略篇、自
然灾害篇、公共卫生事件篇、事故灾
难篇、特殊旅游项目篇、境外旅游目
的地安全提示篇等，图文并茂，介绍
了各类型旅游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安全
问题及应对措施，对旅游者而言，具
有较高的知识普及性和可操作性。

近年来，随着大众旅游活动的日
益频繁，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
组织乃至学校，通过多种渠道，不断
加大对旅游安全的宣传。

北京西城区一小学三年级家长白
女士告诉记者，每个学期末，学校都会
下发纸质的安全须知，同时向每位家长
发送短信通知，提醒家长培养孩子的安
全意识。一条该校发送的假期生活短信
中写道：“请家长们协助学校对同学们
进行安全意识培养，注意交通安全、防
火用电安全、食品安全、旅游安全，度过
平安、愉快的假期。”“在这样的氛围下，
孩子从小就树立起较强的安全意识，每
次出游前，他总会提醒我们多做些安全
方面的准备。”白女士认为，旅游安全教
育从孩子抓起，十分有必要。

而特殊旅游项目参与者的旅游安
全意识仍需提高。日前，3 名游客在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甘草茆村附近
山区徒步旅行时，因缺乏户外徒步经
验而被困，向外求助后，经公安、消
防和蓝天救援队近 8 个小时的艰苦搜
救，最终被带出大山。近年来，随着
户外探险游、徒步游等的兴起，这样
的旅游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敲响了一

声声旅游“安全警钟”。

预约制带来有序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文化和
旅游部大力推动预约旅游，首次实现
了预约旅游在全国旅游景区的大范围
应用。“无预约不旅游”正成为人们
的旅游习惯。

预约制，指景区景点根据承载量
综合研判，实行预约游览。游客前往一
景区景点需提前预约、购票。目前，在
许多景区，游客可通过微信公众号预
约“下单”，省去了排队购票的麻烦，也
无需担心到现场后门票售罄。预约制
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旅游质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预约制
的应用，有利于景区开展精细化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对于历史古迹、文物保
护单位而言，还可在旅游发展与文物
保护中寻找到平衡点。这一点，在北京
八达岭长城景区、山东泰山景区等地
的实践中，都已得到检验。

“未来，预约旅游可以成为风景
名胜区、世界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等热门景区景点、文物遗址

采取的管理方式。”敦煌研究院副院
长苏伯民表示。

预约旅游不只是应急之策，它符合
智慧旅游发展的趋势。提前规划、做好
预约，将提高人们的出游效率，让景区
景点更加有序、安全，最大限度避免“人
山人海”和“门可罗雀”这种冷热不均现
象的出现。携程已联合景区推出分时预
约线上服务功能，支持景区“全渠道、全
场景、全业态”实名预约。携程副总裁喻
晓江表示，实现预约旅游应成为中国旅
游行业“新基建”的重要部分。

出游系好“安全带”

端午小长假将至，短途游、本地游
将迎来一个小高峰。旅游平台的预订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的出游订单出现
小幅增长，部分热门景区门票预计提
前售罄。节假日期间的旅游安全工作
成为各级文化旅游部门的工作重点。

“旅游需要安全，没有安全就使旅
游失去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广瑞指出，旅游
是现代人的一种活动，而且越来越成
为更多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
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安全都
是要十分关注的，决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中国游客的出
境旅游安全一直为中国政府关注。张
广瑞指出，对出境游客而言，目前涉
及人身安全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
疫情，二是天灾，三是战乱。“对许
多重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国和地区来
说，向公民及时报告目的地国家的安
全状况是非常必要的。”

每逢出游高峰期，或是出境游目
的地国家、地区出现自然灾害、突发事
件等，中国外交部都会发布安全提醒，
提醒出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认真了解出
境规定，妥善安排旅游行程，慎重选择
旅游项目，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并
倡导中国游客文明出游，遵守当地法
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和宗教信仰，爱护环境、理性维权，展
现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外交部 12308
热线和“外交部 12308”APP 也为在国
外的中国游客提供支持和帮助。

旅游绷紧安全弦
本报记者 尹 婕

▲6月，河南洛阳博物馆重启“夜场”模式，通过
线上预约、限定人数、开放专厅等措施，方便游客感
受旅游“夜文化”新活力。 黄政伟摄 （人民图片）

▲6月，河南洛阳博物馆重启“夜场”模式，通过
线上预约、限定人数、开放专厅等措施，方便游客感
受旅游“夜文化”新活力。 黄政伟摄 （人民图片）

▼山西省永济市五老峰景
区工作人员正在对索道进行安
全运行检查。

姜 桦摄 （人民图片）

龙龙 舟 夜 赛舟 夜 赛
简 梅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钟秉霖：本会已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受理申请人林杰
雯（澳门）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之案［案号：（2020）穗仲案字第173号］，现定
于2020年9月25日下午14：30在广州市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2020年11月1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0年11月8日前。请
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2020年6月24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民终377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朱洵：
本院对上诉人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新希望产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原审被告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朱洵、原审被告
王方、原审第三人北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0年9月29日下午14时开庭，并于本院16法庭进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艳文：原告高立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我院已受
理。原告高立新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求判决高立新与董艳文离婚。此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唐铸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组
成合议庭，书记员宋窈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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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604号 中铁资源集团蒙古有
限责任公司（CRMI Co.，Ltd.）：本院受理原告中钢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中铁资源
集团蒙古有限责任公司（CRMI Co.，Ltd.）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4民初 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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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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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京04协外认3号 株式会社九九商贸（99
TRADE CO.，LTD.）：本院受理申请人株式会社艾思迪生命工学［SD BIOTECH-
NOLOGIES CO.，LTD.（SEAL）］与被申请人株式会社九九商贸（99 TRADE
CO.，LTD.）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一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京04协外认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897号 伍长安（GOO THUAN
ONN）：本院受理原告睿通讯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故设文化艺术传播（北
京）有限公司、伍长安（GOO THUAN ONN）承揽合同纠纷（2019）京04民初897
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京04民初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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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民终379号 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朱洵：
本院对上诉人北京泰圣惠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国科正道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被上诉人北京国科瑞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原
审被告惠尔（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朱洵、原审被告王方、原审第三人北
京东方惠尔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本院定
于2020年9月29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并于本院16法庭进行。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永富实业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市分行诉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粤15民初76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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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 30日。本院定于 2020年 11月 10日 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成熙（LEE SUNG HEE）：本院受理
原告郑光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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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0192民初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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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相应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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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MATETA ELIE：本院受理原告杨
娜与MATETA EL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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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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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四十八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今一：本院受理原告邵隽一诉被告邵大地、邵世
一、邵大军、邵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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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陆洁清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账号为 91290162120098651 的账户内余额及利息由原告邵隽一、被告邵大地、被
告邵大军、被告邵世一、被告邵今一共同继承；其中五分之一归原告邵隽一所有，
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大地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大军所有，其中五分之
一归被告邵世一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今一所有。二、陆洁清名下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账号为91290162120098660的账户内余额及利息由原告邵隽一、被告
邵大地、被告邵大军、被告邵世一、被告邵今一共同继承；其中五分之一归原告邵
隽一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大地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大军所有，
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世一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今一所有。三、陆洁清
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 0200203002035314545 的账户内余额及利息由原告邵
隽一、被告邵大地、被告邵大军、被告邵世一、被告邵今一共同继承；其中五分之
一归原告邵隽一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大地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
大军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世一所有，其中五分之一归被告邵今一所有。
案件受理费一千九百三十元，由原告邵隽一负担三百八十六元（已交纳），由被告
邵大地、被告邵大军、被告邵世一、被告邵今一各负担三百八十六元（均于本判决
生效后7日内给付原告邵隽一）。公告费二千五百六十元，由原告邵隽一负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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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京04民初798号 朱彤（ZHU TONG）：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尤纳特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旻、朱彤（ZHU TONG）损害公
司利益纠纷（2019）京04民初798号一案，已审理终结。海南尤纳特药业有限公司
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现本院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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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陆大元：吴亚文因与赵春兰、你确认
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作出的

（2019）京03民终1498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立案审查，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你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
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本院审查。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京 04 民初 409 号 陈可中（ROGER
KO-CHUNG CHEN）：本院受理原告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雷
诺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陈可中（ROGER KO-CHUNG CHEN）、铨高科技（珠
海）股份有限公司、陈文坤、韩鹏买卖合同纠纷（2020）京04民初409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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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0年11月26日14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1564号原告
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宝有限公司商标不予注
册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一审行政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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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72号
关于第14357623号“ZenFone”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决定；二、国家知识产权局于本
判决生效后针对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就第14357623号“ZenFone”商标提出的
不予注册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0302民初5632号
SINESI SABINO（西尼斯·沙比诺）：本院受理原告黄小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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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三十日内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3日下午15时在本院东郊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108民特734号 孙丽：本院受理孙虹申
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案，本院根据申请人孙虹提供方式联系你方，但
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孙虹的诉讼请求：1.认定被申请
人张惠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指定申请人孙虹作为被申请人张惠女的监护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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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复兴路法庭第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依法缺席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巴拿马罗富仕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2018）京73行初4097、4098号原告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诉被告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行政纠纷两案，本案系原告不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商评字［2017］第 0000154343 号、商评字［2017］第 0000154344 号商标无效宣
告请求裁定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通知你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参加诉讼须知、起诉
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被告答辩状及被告证据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陈述意见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11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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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竹青、黄雅彤、黄庭超：本院受理原告深
圳市龙岗区基督教龙岗堂与被告黄竹青、黄雅彤、黄庭超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粤0307民初22693号起诉状副
本［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回龙路1号的两
栋房产产权（建筑面积约8255.04平方米）办理转让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并由被
告承担转让过户相关的一切费用；2.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
1548000元；3.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证据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11月2日9时30分在本
院横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美国史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已审结原告艾欧
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美国史密斯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
京73行初880、8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艾欧史密斯（中国）热
水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艾欧史密斯（中
国）热水器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
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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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美国史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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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艾欧史密斯（中
国）热水器有限公司针对该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上诉，现将原告上诉状依
法向你方送达，你方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针对该上诉状的
意见陈述。上述判决、上诉状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尚珍：本院受理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与沈尚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证据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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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0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
运村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届时举证期限截止，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福来迪兹控股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京73行初2400号
原告王希毕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福来迪兹控股公司外观
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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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日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1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整在本院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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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美玲：本院受理原告徐帆诉被告徐宝龙、被告孙
美玲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方庄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倪培玮（NI PEIWEI）：本院受理原告悦朵（上海）
公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倪培玮（NI PEIWEI）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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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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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虹：原告温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蒋凯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
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韩筱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被告离婚；2.婚生女温景娴由被告抚养，原告每
月支付抚养费7000元人民币，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其年满18周岁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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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2-20法庭公开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HIRATA TAKEMICHI（平田武道）：本院
受理原告韩颖诉被告HIRATA TAKEMICHI（平田武道）离婚后财产纠纷（2019）
粤0303民初821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项内容：被告 HIRATA
TAKEMICHI（平田武道）持有的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二路嘉多利花园嘉庆阁 20H

（不动产证号：2000206069）房屋产权50%的份额归原告韩颖所有；被告HIRATA
TAKEMICHI（平田武道）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原告韩颖将办理上
述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将上述房屋产权的全部份额登记至原告韩颖名
下。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告经过三个月视为送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PANRAWEE BANGMUANGNGAM：本院受理
原告李正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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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南区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燕玲：本院受理原告孙梓译诉被告孙燕玲、被告
孙京玲、被告孙晓玲、被告孙玲玲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孙燕玲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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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方庄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渝0115民初4569号 AUNGYELWIN（男，
1978年6月26日出生，缅甸籍，出生地：缅甸曼德勒省皎色镇皮隆第18街，证件号
码：M019461、MD335279、MA097565）：本院受理原告许雪冰与被告AUNGYEL-
WIN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许雪冰与被告AUNGYELWIN离婚；二、
婚生子许辰昊由原告许雪冰抚养，被告AUNGYELWIN自本判决生效之月起每
月月底前支付抚养费800元至许辰昊年满十八周岁时止。案件受理费240元，由
原告许雪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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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Farrukhshu mail：本院受理郝晓萌
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3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告 创意廊有限公司：本院已审结原告菲亚特克莱斯勒美
国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创意廊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
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京 73行初 9364 号行政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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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 105876 号关于第 12836473 号“JEERNET”商标无
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原告菲亚特克莱
斯勒美国有限公司针对第 12836473 号“JEERNET”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
新作出裁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有限公司
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有限公司、第三人创意
廊有限公司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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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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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桂芳、蔡鉴泉：本院受理

（2020）粤0105民初18476号原告侯婵媚诉被告蔡晓锋、梁晓东、蔡鉴泉、蔡桂芬、蔡桂
芳、蔡鉴波继承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仁和直街半山亭
16 号 301 房 由 原 、被 告 依 法 继 承 。 2. 判 决 确 认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户
3602058101000120207里的存款为原告个人所有。3.判决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共同支
付。现因被告蔡桂芳（女，1959年1月26日出生，现住加拿大5068 CLARENDON
ST VANCOUVER，CANADA，V5R 3J5），被告蔡鉴泉（曾用名：蔡泉，男，汉族，1954
年5月13日出生，现住加拿大14-12040 68 AVE SURREY，BC，CANADA，V3W
1P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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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一个月内。本案定于2020年11月10日
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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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届时被告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晓君：本院受理（2020）粤
0105民初17161、19019号原告金若水、金若溪诉被告金晓君抚养费纠纷两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金若水支付抚养费人民币1460000元；2.判决被告向金
若溪支付抚养费人民币 670000 元；3.两案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因被告金晓君（男，1968 年 4 月 5 日出生，汉族，住加拿大 9
WILEY AVE RICHMOND HILL TORONT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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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金晓君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一个月内。本案定于2020年11月
9日下午 14时 10分在本院第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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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柳州锰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李洁、叶芳（YIP
PAUL FONG）、曾昭华（TSANG CHIU WA）、邝升（KUANG SAM NAI SH-
BNG）、马伟春：本院受理的（2020）桂民终 1098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刘朝阳诉你们的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90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0年 11月 12日 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井健（TAKEI TAKESHI）：本院
受理（2019）川1421民初2727号原告罗丽与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原、
被告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2日9时1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届时未到，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ASUMADU MI-
CHAEL AMPONSAH（阿萨玛杜·迈克尔·艾珀萨）：本院受理原告徐燕与你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依法分割原、被告名下位于东营区北一路248号
59幢1206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鲁（2017）东营市不动产权第0025291号］一套；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申请对位于东营区北一路 248号 59幢 1206
的房产价值进行评估。经直接、邮寄送达，均未向你有效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鲁0591民初1652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选择专业机构通知
书、现场勘验通知书等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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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15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审
理。评估前检材质证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下同）并
在本院一楼诉讼服务中心6号窗口选择鉴定机构；定于选定鉴定机构日后的第30
日上午9时，来本院第五审判庭领取鉴定报告初稿，逾期视为送达，如有异议，于
领取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定于选定鉴定机构日后的第40日上午9
时，来本院第五审判庭领取鉴定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领取鉴定报
告后的第5日上午9时，宣判时间定于开庭审理后第10日下午16时，鉴定质证、开
庭、宣判均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凤芝（SHENFENGZHI）：本院受
理李守彬诉你与明俊刚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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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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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湖北震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湛喻晴：本院受
理上诉人王天平与被上诉人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鄂 08 民终 37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
定。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绥阳人民法院公告 梁承帝：本院受理原告千化顺与被告梁承帝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黑7501民初5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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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亦武：本院受理（2019）京0101民初15444号原告
潘蕾、郝芃、陆浩翔、崔凉珍、崔平、崔健、肖毅甫、肖毅敏诉被告张路英、张路华、
张路雄、张小仑、肖鸣锵与你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京 0101民初 15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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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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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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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104民初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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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PHOEUN PHA（陈梦露）：本院受
理原告叶州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皖1721民初6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许原告叶州虹与被告PHOEUN PHA

（陈梦露）离婚。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叶州虹负担。你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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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靖（REN JING 护照号：464581765）、
任红（身份证号：110108195711091442）、任钢（身份证号：110108196104301457）、任思嘉

（身份证号：110108199009251416）、任天乐（身份证号：110108200004031428）：本院受理
的申请人毛小东与你们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请求变更（2018）京
0114执5160号执行案件的被申请人由任克明变更为任靖、任红、任钢、任天乐］。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前往本院领取诉讼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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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桂 07 民初
2 号 Ahmed Mohamed Abdelaal Elmenawy（阿米德·穆罕默德·阿伯得拉尔·艾
尔米那威）：原告劳创浒诉被告Ahmed Mohamed Abdelaal Elmenawy（阿米德·穆
罕默德·阿伯得拉尔·艾尔米那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桂07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公 告
为 进 行 南 北 长 街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腾 退 工 程 及 环 境 整 治

提升项目建设，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依法作出《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西政房征字（2018）第 12号］，北京市西城区北

长街（51、53、55）号、后宅胡同 2 号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项目签约期

限自 2018年 10月 10日起至 2018年 11月 23日 20时止。

因北长街（51、53、55）号、后宅胡同 2号的房屋继承人之一刘岩于

2020 年 4 月 19 日病故。请刘岩应继承份额的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60 日内，持房屋所有权证、委托手续、户口簿及本人身份证

等其他证明材料办理有关征收补偿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 37号

联系电话：010-6608044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0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