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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无“微”不至 用特色赢得关注度
本报记者 赵兴武 本报通讯员 周 阳

2013年12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创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5年来，南京中院把“微信”建设作为意识形态的

主阵地之一，牢牢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注重网民关切，无“微”不至，润物无声，用特色赢得公众关注，南京中院官方微信获评“全国法院十

佳微信公众号”。

强策划树形象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南京中院微信公众号，精
准把握定位，紧扣审判职能加强专题策
划，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全市两级法院
惩恶扬善、保障权益、倡导诚信、维护
公平正义的点点滴滴，以满满的“司法
正能量”树立南京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良好形象！

开设“扫黑除恶进行时”栏目。切
实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扫黑除
恶重大战略部署，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推送《全市法院
扫黑除恶推进会要求：不手软、不失
手》《六合法院审理一起涉黑涉恶案
件，被告人 15人涉 6项罪名》《被告人
达21人、涉及6个罪名，玄武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一起涉黑涉恶案件》等文章，
及时发布全市两级法院在扫黑除恶方面
的实践做法和典型案例。

年初开设“对标找差在行动”栏
目。在开展“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南京中院党组决定
2018年为“审判质效提升年”，把提升
案件质量作为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司法需求与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
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矛盾的切入点
和着力点。推送《今年，是南京法院的

“审判质效提升年”》《力量用在节点上
——南京高淳法院抓审判质效工作纪
实》《浦口法院：从严控审限切入提高
审判质效》等文章，向社会公众公布具
体举措以及如何抓落实，主动接受监
督。

年尾开设“审判质效年大考”栏
目。年初，南京中院在全市法院开展审
判质效提升年活动中提出的工作目标，

为了实现“审判质效提升年”的工作目
标，全市法院一直在努力。推送《2018
年时间“余额”已不足，玄武法院吹响
提升审判质效冲锋号》《司法与医患在
和谐处汇通——中院民一庭创建“平安
医院”促审判质效提升》《“最后一百
米”——溧水法院“审判质效提升”百
日冲刺》等文章，报道各法院、中院各
审判部门“大考”情况。

许多失信被执行人，明明有履行能
力，但就是绞尽脑汁规避甚至抗拒法院
执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南京中
院微信公众号围绕攻坚解决执行难，讲
述了法院殚精竭虑斗“老赖”的一个
个精彩战例，营造了严惩失信被执行
人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推文 《让

“老赖”心惊的一个消息：“智慧法
院”模块在“我的南京”APP 正式上
线啦！》，借助“我的南京”APP 这一
平台，“智慧法院”的上线运行，提升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效果。围绕执
行助推社会诚信建设，南京中院策划
开展执行活动。推文 《“钟山亮剑”
直播 10小时，5000 多万网友围观，成
为当天网民关注热点》，南京中院联合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 60
余家媒体开展直播，超 5000 万人次点
击观看，点击率居全国直播执行第
一；推文 《3 小时线下司法拍卖活动，
成交价格超 2000 万，2000 多万网友围
观……》，南京中院商请阿里公司主办
了“法润无声，拍达万家”为主题的司
法拍卖推广活动，受到市民广泛关注，
有多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还款义务。用
户“王晓明”留言：“司法拍卖的知名
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聚热点深挖掘
备受社会关注的南京“宝马车民事

赔偿案”一审宣判，南京中院微信公众
号第一时间推文 《南京“620 宝马车
案”民事赔偿宣判：两死者家属共获赔
170 余万元》，公开判决结果、解读案
件争议焦点。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同步进行网络庭审
直播，推文《这起集资诈骗案年化收益
竟达 72%-90%！ 南京中院今日开庭审
理》《被告人薛秀丽集资诈骗案今日开
庭，涉案金额逾185亿元》等。

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十大案
例、环境资源审判等主题新闻发布也
依时依点展开，点面结合，颇受媒体
朋友欢迎。推文 《南京中院新闻发布

审判改革成果：家事审判的重点在于
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发布全市法
院少年家事审判工作的 30 个典型案
例。推文 《南京环资审判发布，传递
环境司法保护的不一样信息》，介绍南
京法院一年来环境资源审判案件情况
及工作举措，并公布了六起环境资源
审判典型案例。推文 《套路贷、校园
贷、非法集资……法官教你防范借贷
风险 100 条》，南京中院金融借贷庭的
法官们精心编写了一本 《法官教你防
范借贷风险 100 条》，为老百姓解答这
些借贷中常见问题，并通报近年来全
市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情况和
典型案例。

微信传播是典型的圈群式传播，有
着显著的分众化特性。南京中院微信公
众号最核心、最主要的用户是法官、检

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人。
在春笋般林立的法律微信公众号里，
要抓住法律专业人士的目光赢得“点

去年6月份，南京中院微信公众
号开始推出“以案说法”栏目，开
始探索图文报道以外的第三种形
式。该栏目精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案例，进行语音播报，变“看看”
为“听听”，共说法 42 期，多篇被

《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采
用。

法官，是法院的主体力量，是法
律的执行者实施者，也是社会公众
和微信粉丝关注的焦点。南京中院
微信公众号，聚焦于法官群体，用
生动的文笔、直观的图片、幽默的
语言，讲好南京法官在工作、生活
中酸甜苦辣的真实故事，以南京法
官特有的情怀吸引人、感染人、感
召人。

在今年推出的“惊堂之声——
南京法院优秀法官访谈”栏目中，
他们再次探索宣传新形式，采访全市
两级法院法官并录制成视频，为法官
们量身打造展示平台。法官们不再是
正襟危坐、高高在上，而是与主持人
面对面，用亲切真情的语言，叙说裁
判背后的心路历程。首篇文章《惊堂
之声：裁判要更多地站在“鸡蛋”的
一边》 一经推出，广受好评。用户

“牧云人”留言：“法院的自媒体宣传
真正发力了！”创新得到了网民和业
内的一致认可。

创新不能只迈一小步。在“六
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南京中院重磅

推出微电影《信使》、微视频《“疼
爱”不应该只剩下“疼”》，呵护成
长、献礼六一。在南京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大赛中，南京中
院出品的微电影 《信使》 荣获一等
奖。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保护孩子、
维护家庭关系，就是守护国家的稳定
与未来。南京中院通过《信使》这样
一部微电影，向社会发出呼吁，对孩
子既要有物质上的关心，也要有精神
层面的关爱。

南京中院微信公众号在全国法院
微信影响力周排名最高进入到前三
位，20多次入榜全国法院微信周影响力
前十，十多篇文章被评为全国法院微信
十大热文并持续位居前列，被腾讯江苏
评为年度司法系统优秀运营奖，荣获今
日头条“最具影响力法院头条号”大
奖。

一年 365天，南京中院微信公众
号坚持每日更新推送，2017 年共推
送 374 篇图文，233 篇原创；2018 年
推送图文近 400 篇。公众号还陆续
推出“我亲历的司改”“司法改革成
果展工作经验创新篇、案件裁判范例
篇”“解析创新案例 感受法治南京”

“以案说法”“对标找差在行动”“南
知审判”“法官巧断家务事”“扫黑除
恶”“惊堂之声——南京法院优秀法
官访谈”“审判质效年大考”“金融借
贷典型案例”等系列专栏，颇受社会
各界的好评。

析典型求实效

新手法抒情杯

赞”，最关键的就是立足司法审判打
好“专业牌”，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
专业知识，满足用户的专业需求，
以较强的法律专业性提升公众号的
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开设“南知审判”栏目。2018
年南京市委 1 号文件聚焦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要求依法
治市，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城
市。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最后一道
屏障，南京知识产权审判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审结了一批堪称
经典和开创性的案件，形成了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南京特色。推送

《你 能 分 清 “ 洋 河 ” 与 “ 洋 河
Yanghe”吗？法院认定：恶意注册
和使用构成侵权》《这种情况是否构
成利用行业协会章程行垄断之实？》

《使用他人实用新型专利加贴自己商
标，就不构成侵权了？》 等近 40 篇
文章，及时公布南京法院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实践创新和典型案例。

开 设 “ 法 官 巧 断 家 务 事 ” 栏
目。精选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推
送 《儿子去世 3 年后，儿媳和孙女
买 的 房 ， 老 母 亲 有 权 要 求 分 割
吗？》《如何抚平离婚案件当事人心
灵创伤？心理疏导机制来帮忙！》

《离婚案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法院依法改判不准离婚》 等，

用户李律师留言：“案子判得很有典
型意义。”

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南京中院
微信公众号，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
是公众号能够及时提供南京法院最
新的、最热点的司法讯息。推文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南京法院这
样做……》 中提到，南京市委下发

《南 京 市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100 条》
后，南京中院立即专题进行研究，
制定了 《关于贯彻落实 〈南京市优
化 营 商 环 境 100 条〉 的 工 作 方
案》，并下发通知要求各法院、中
院各部门根据责任分工和时序进
度，认真组织实施，为企业家创新
创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治环境。

近年来，随着民商事案件数量
的大幅增长，虚假诉讼问题日渐突
出，严重干扰了正常审判秩序，损害
了诉讼诚信和司法权威。南京中院微
信公众号精心选取查处惩治虚假诉讼
的典型案例，推送《伪造职工工资欠
条构成虚假诉讼，南京一公司法定代
表人被拘留10日》《南京中院对“职业
打假人”涉嫌虚假诉讼开出第一份罚
单》等文章，加大宣传力度，表明法
院严厉打击虚假诉讼、浪费司法资
源行为的决心，起到了良好的警示
教育效果。

1月5日下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南京法院2017年度十大典型案件
十大优秀案件颁奖暨发布会。

12月1日下午，“法润无声 拍达万家”南京法院专场拍卖活动在南京河西
万达广场举行。此次司法拍卖拍品线下推介会活动由南京中院、阿里巴巴主
办。据统计，上网拍卖325个标的物，3小时成交213个，成交率66.77%,，综
合溢价率32.22%，合计成交超5646余万元。

7月10日，全国法院第十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执行活动在南京展
开。共60余家媒体，8条执行线路、9路视频、10小时不间断直播，出动执行
干警506人次，车辆109辆。据统计，整场直播在各媒体平台共吸引5000多万
人次网友围观，成为当天全国网民关注的一大热点。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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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棒集团有限公司、原泉、
王棒、彭松琴、王清、王鹏、王雅琪、王彩叶、梁丹：本院受理的
（2018）最高法民终1142号上诉人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大印集
团有限公司和你们，（2018）最高法民终 1143号上诉人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乐东黎族自
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大印集团有限公司和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
民终1142、1143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最高法民终1142、1143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一巡回法庭领
取上述文书（领取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逾
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安民建安有限公司、徐洪水：本院受理原告郜井美
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皖1103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

景启明：本院受理上诉人北京金丰餐饮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孙鹏飞、被上诉人景启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民终843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本院领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董宇：本院受理上诉人肥城市环宇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向魁明及原审被告董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01民终770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本院领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瑛：本院受理上诉人梅永超与被上诉人刘瑛及原审第三
人吴昊岩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京01民终77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本院领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甘肃银丰路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甘肃银丰路捷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张家园信用社诉被告吕自军、李春海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林茂隆、刘相玲：本院受理原告叶远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已作出(2018)云0602民初295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
民法院民二庭3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周绕生、刘菊英：本院受理原告周桂仙诉被告周绕生、刘菊
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云0323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师宗县人民法院

陈炳海、扬州长信金融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培郡
诉你们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521民初 2358号、(2017)浙 0521民初 2358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
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王小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西子太平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小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需公告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26民初4434号民事判决
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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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余方利的申请于 2018年 8月 3日

裁定受理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南
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2018年9月14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
法院决定指定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担任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因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拒绝配合
管理人开展工作，至今未向管理人移交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
公司的印章。为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确保破产清算案件顺利进
行，防止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公司在破产受理后存在被滥用
企业印章、从事与破产清算无关的事项或其他违法事项，管理人
特此声明：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印章自 2018年 8
月3日起作废。 广西南宁桥牌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衡阳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市担保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暨债权转让合同》，衡
阳市担保公司已将其对下列详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
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和其他权利依法全部转让给衡
阳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担保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
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衡阳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义务、相应担保义
务和其他义务。特此公告。详单：1、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担保
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军、黎玉芳、邹揽；
转让本金：207.2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7）湘0406民初
1535号民事判决书。2、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义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军、黎玉芳、邹揽；转让本金：
1539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7）湘0406民初1538号民
事判决书。3、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军、黎玉芳、邹揽；转让本金：816.648万
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7）湘0406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
和衡担保委字2014年13201号委托担保合同。4、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
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军、

黎玉芳；转让本金：669.308055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
（2017）湘0406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书和衡担保委字2014年18601号委
托担保合同。5、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军、黎玉芳；转让本金：459.324万元；
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7）湘0406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书。6、
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转让本金：49.085919万元；转让违约金
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8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和衡担保委字
2014年14301号委托担保合同。7、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转让
本金：108.0708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8民初
404号民事判决书。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转让本金：87.325万
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8、见（2018）湘0408民初406号民事判决
书。9、债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转让本金：506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
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8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10、债务人：祁东县顺达
矿业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
军、黎玉芳、祁东县君利矿产品有限公司；转让本金：1913.1316万元；转让违
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8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11、债务人：祁
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邹军、黎玉芳、邹小玉；转让本金：1526.475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
他：详见衡担保委字2014年01101号委托担保合同。12、债务人：湖南揽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本金：19.2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
（2018）湘0408民初407号民事判决书。13、债务人：湖南揽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邹军、黎玉芳；转
让本金：1101.607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8民初
410号民事判决书。14、债务人：董冬根；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雷梦君、李
卫初、邓云凤、董晴、张永娜、夏建国、董春生、耒阳邦特咖啡美食传播有限公司；
转让本金：86.3093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6民初
360号民事判决书。15、债务人：衡阳市东大化工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
义务人：李湘云、谭亚平、谭恢春；转让本金：1166.9696万元；转让违约金及利
息和其他：详见（2017）湘0408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书。16、债务人：衡阳市
新鑫电力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湖南森泰电
气有限公司、苏元久、李红燕、苏铮、周玉海、李锐、罗群;转让本金：19.2万
元；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2018）湘0406民初579号民事判决
书。17、债务人：衡阳益年戴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衡阳市益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邓承金、周红、许正龙、李香英、刘贤升、陆凡；转
让本金：258.1252万；转让违约金及利息和其他：详见衡担保委字2013年
21001号委托担保合同。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云南腾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
务所接受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建投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委托并指派本律师作为本事务的代理人，听取了委托人
的陈述，审核了其提供的相关资料，特郑重致函于你公司：云南建
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与你公司签订《昭阳
区 2013 保障房建设项目(2 号地块 16 栋至 36 栋工程劳务分包
合同)》，2017年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签
订了《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迁建暨职教中心建设项目(建
筑工程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和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尚欠你公司部分工程款未支
付。现因你公司拖欠工人工资，致使工人到昭阳区 2013 保障
房建设项目 2-B 地块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昭
阳区居民委员会)暴力讨薪。现政府要求云南省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代你公司
在应付给你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资给工人。特函告如
下：因你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金良去世，限你公司收到本告知
函 3 日内委托股东“资琼昆、李永涛”携带公章，至云南建投
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办理支付工人工资相关事宜，若你公司收到
本告知函3日期满未委托股东前来办理函告事宜，即视为你公司
已同意委托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云南建投第五
建设有限公司代你公司支拖欠的工人工资。届时，云南省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按你公司提供的名单在劳动监察大队协助下
支付工人工资。 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

2018年11月8日

北京中青创途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京73行
初字9205号原告华中科技大学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北京中青创途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公司作为
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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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证据以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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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3月14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
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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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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