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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公 告

HCCW 392/2020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公司清盘案件2020年第392号

  关于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及关于第32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
例》第327(3)(b)条

  一项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将上述公司清盘
的呈请，已于2020年11月20日，由保利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向该法院
提出，特此通知。该项呈请按指示将于2021年2
月17日早上10时在法庭席前进行聆讯；该公司
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对就
该项呈请作出命令，可于聆讯时亲自出庭或由
为该目的而获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师出庭。该公
司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人，如要求获得该呈请
书的文本，在缴付该文本的规定收费后，会获
得下述签署人提供该文本。
  日期：2021年2月9日

  徐子健律师行
  呈请人代表律师行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77号标华丰集团大厦10楼1003室
电话：28278080
传真：28271177

档案编号：8446-01/20
  注：任何拟在该项呈请聆讯中出庭的
人，必须将有关其拟出庭的意向的书面通
知，送达或以邮递方式送交上述签署人。该
通知书必须述明该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属
商号，则必须述明其名称及地址，且必须由
该人或该商号，或该人或该商号的律师(如
有的话)签署。该通知书亦必须以足够时间
送达或(如寄出)以邮递送交，以在不迟于
2021年2月16日下午6时送抵上述签署人。

公 告

HCCW 393/2020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公司清盘案件2020年第393号

  关于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事宜
及关于第32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
第327(3)(b)条

  一项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将上述公司清盘
的呈请，已于2020年11月20日，由保利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向该法院
提出，特此通知。该项呈请按指示将于2021年2
月17日早上10时在法庭席前进行聆讯；该公司
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对就
该项呈请作出命令，可于聆讯时亲自出庭或由
为该目的而获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师出庭。该公
司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人，如要求获得该呈请
书的文本，在缴付该文本的规定收费后，会获
得下述签署人提供该文本。
  日期：2021年2月9日

徐子健律师行
呈请人代表律师行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77号标华丰集团大厦10楼1003室
电话：28278080
传真：28271177

档案编号：8446-01/20
  注：任何拟在该项呈请聆讯中出庭的
人，必须将有关其拟出庭的意向的书面通
知，送达或以邮递方式送交上述签署人。该
通知书必须述明该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属
商号，则必须述明其名称及地址，且必须由
该人或该商号，或该人或该商号的律师(如
有的话)签署。该通知书亦必须以足够时间
送达或(如寄出)以邮递送交，以在不迟于
2021年2月16日下午6时送抵上述签署人。

法院公告

赵侃：申请执行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新洲支公司与被执行人赵
侃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3239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下列执行
法律文书，主要内容分别为：(2020)粤0304执
23858号执行通知书。限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五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
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及
其他相关费用等。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二、(2020)粤0304执23858号报告财
产令。限你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限届满后五日
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
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
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补充报告；三、本院拟处分被执行人赵侃名
下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三泉路821弄48号201室【沪
(2017)静字不动产权第012069号】，限你在本通知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四、(2020)粤0304执23858号网络询价结果通知书。
经本院向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平台、淘
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平台、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台查询，被执行人赵侃名下位于
上海市静安区三泉路821弄48号201室【沪(2017)
静字不动产权第012069号】的查询均价为人民
币2953060.67元。本院将以上述询价作为司法网
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网络拍
卖。如你对该网络询价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
到期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
出，视为同意上述网络询价结果，本院将按上
述价格的七折作为起拍保留价拍卖上述财产；
五、(2020)粤0304执238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
卖、变卖被执行人赵侃名下位于上海市静安区
三泉路821弄48号201室【沪(2017)静字不动产权
第012069号】，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债务。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20)粤1972民初15835号 缪政贤：本院受
理原告金多港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缪政贤返
还原物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故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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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提示书、审限告知书、当事人本人出
庭告知书、廉政与作风评价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及方式告
知、证人出庭作证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原告诉请法院判
令：1.被告限期立即迁出及向原告返还其无权
占有的编号为C3的金多港高尔夫别墅;2.被告向
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25724.97元;3.本案的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九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
2021年6月24日9时15分在本院大岭山人民法庭
第三审判庭进行开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深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糜海
蓉诉被告深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相关的法
律文书，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0307民初17号
的民事起诉状[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60万元及利息286.2万
元(利息从2018年5月30日计至2020年10月30
日，利息按照月利率1.5%计算。2020年10月30
日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类推
计算)：2.判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用等)。]、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月19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因汝阳县元隆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案破
产财产已经处置完毕，《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通过并执行，破产财产基本分配完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裁定终
结汝阳县元隆矿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
(2019)豫0322破10-7号 2020年1月3日，本院根据
冯晓宾的申请受理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洛阳恒翔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20年5月28日召
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召开
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共有28家债权人申报债
权，申报的债权总额为8953769.56元。管理人认为
成立的共有27家，确认的债权总额为7587785.57
元，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经第一次、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进行核查债权，其中对宋会民
等26家债权人的债权无异议，无异议的债权总
额为7187785.57元。本院认为，洛阳恒翔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月25
日裁定宣告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
(2019)豫0322破10-10号 《洛阳恒翔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由本院裁定
认可，由于资产难以变现，待资产变现后洛阳
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将依法按照
《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进行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月28
日裁定终结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因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财务
专项审计报告无法得出全面完整的审计结
论，且股东尚有300万元未出资到位，按照法
律规定属于不完全清算。破产程序终结后已确
定的债权人就不能清偿部分有权向股东要求
继续清偿，洛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未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仍有权向洛
阳恒翔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股东要求清偿。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
河南福成置业有限公司：王光银申请执行你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郑州仲裁委
员会作出的(2020)郑仲裁字第0057号裁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王光银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院依法立案执行。因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0)豫01执160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裁定书等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相关法律文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不影响
本案执行程序，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664号 阮鹏、江西弘屹实
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小春与被告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民事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及权利义务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传票
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节假日
顺延)在新余市渝水区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865号 黄红梅：本院受理
原告黄晓英与被告黄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告知书
及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
(节假日顺延)在新余市渝水区法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苏0813破1号 2021年1月30日，本院根据
申请人洪泽宏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30
日指定江苏普非特律师事务所为洪泽宏润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洪泽宏润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向洪
泽宏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御景城汇金广场商业1号103号；联系人：李明，
联系电话：1385233016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洪泽宏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洪泽宏润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
年3月12日下午3时在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开
发区法庭第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领取提存款公告

黄启生：我处受理的新兴县新城镇人民政府
关于新城镇布坪村民委员会有关土地及地
上附着物的补偿款提存公证，新兴县新城镇
人民政府已于2020年12月11日将应交付给你
的补偿款共人民币贰拾叁万贰仟捌佰肆拾
肆元肆角(？232844.40元)提存于我处。请你持
本人身份证件、中国银行卡到我处办理领取
手续。如你在法定时间内不领取，该款将依
法上交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新兴县公证处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发彬：本院受理马关源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云2625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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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陶凤：本院受理古绍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江阴市润弘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
宏益特种纱线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108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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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幸庚：本院受理西宁城北富佳布艺坊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家亮：本院受理张功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
0721民初2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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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杨见明：本院受理曾小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名单。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傅军学、易西碧：本院受理熊堂轩、胡明秀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0)鄂0683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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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第三人枣阳市鑫昱源纺织有限公司、杨锡锋、
霍玉红、屠家友：本院受理枣阳市北城街道办
事处南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枣阳市北城街道
办事处北关社区居民委员会诉湖北老河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枣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第五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五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本院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建雷：本院受理钦州市城区烟草专卖局申
请强制执行与你烟草行政处罚一案已审结，
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桂0703
行审89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王子山：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勾亚平与被执
行人王子山、李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法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782执15号执行通知书、
申报财产令。通知你立即履行本院作出的(2019)
辽0782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到本
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
法评估、拍卖你开发建设的位于辽宁省兴城市
温泉北路23-1号2单元222室、3单元343室、4单元
441室；温泉北路23-2号3单元332室；温泉北路23-
3号3单元331室五处房地产，同时本公告一并送
达(2021)辽0782执1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
苏州穆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徐春国：本院受
理江阴市众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281民初858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滨江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中科
阳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绿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
及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张达金：本院受理沈显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0281民初893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
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何瑞瑞：本院受理顾春来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281民初96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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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朱筛平、朱静：本院受理殷桂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412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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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谢新丰：本院受理贡金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281民初547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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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公 告

大连杰希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本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社会管理
局行政强制执行前催告书》(大高社强催字[2021]
0005号)，你(单位)逾期未按《大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高人社监罚决字[2019]005号)履行行政决定，
又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催告，
请你(单位)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上缴
罚款10000元。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享有
陈述权，申辩权。你单位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211室提出陈述和申辩(请索取回
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地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59号
211室。电话：8479266。承办人：宋林、关峰。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社会管理局
大连翼网科技有限公司：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本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社会管理局行政
强制执行前催告书》(大高社强催字[2021]0006
号)，你(单位)逾期未按《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大高
人社监罚决字[2019]006号)履行行政决定，又未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催告，请你(单
位)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上缴罚款
10000元。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
权，申辩权。你单位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211室提出陈述和申辩(请索取回执)。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地
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59号211
室。电话：84792663。承办人：宋林、关峰。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社会管理局

仲裁公告

袁震：本委受理【2019】大仲字第433号案件，申请
人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沈琳、你
方、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股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因申请人变更仲裁请求现
向你方公告送达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及开
庭通知书，本案定为2021年3月18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本委地点为大
连市西岗区英华街55号，如逾期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陆华青：本会依法受理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三水分公司申请与你方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佛仲字第1377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
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4月27日9时30分在本会
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
7月6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
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孙威(澳门籍)：本会依法受理陈宇文申请与你方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佛仲字第66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6月17日9时30
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
为2021年9月13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
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黄剑辉、张召永：本会依法受理佛山市南北汇
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与你方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仲裁案([2020]佛仲字第915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
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2021年4月27日10时30分在本会
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
6月22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
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6楼)。

佛山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曹训球：原告合肥富鑫物流有限公司诉你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
事诉状、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熊参、蒋玲玲：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中泰创展典
当有限公司诉被告熊参、蒋玲玲典当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皖
0104民初12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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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玲、王亮民：本院受理(2021)鲁0982民初
1150号原告肖同忠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
辩状纸、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泉沟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梁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锡山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4426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梁军给付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借款本金58566.21
元、利息1541.06元、逾期还款违约金834.44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安
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余承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六安市分行诉被告余承革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08时30分整(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王久勤：本院受理原告张志林与你抚养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文王人民法庭不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朱超、翁文武：本院受理三门县汇乐食品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
等。自公告起60日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1
年5月8日10：00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合议庭成员俞清华、何金多、章春利，候
补人民陪审员林金生。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朱福清：本院受理浙江众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等。
自公告起60日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1年5月8日
14：50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成
员俞清华、何金多、章春利，候补人民陪审员林
金生。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王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门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
书等。自公告起60日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5月8日14：15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成员俞清华、何金多、章春利，
候补人民陪审员林金生。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黄则成：本院受理原告周井忠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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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4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张荣臣：本院受理崔旭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
1125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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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范青松：本院受理原告李云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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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刘服从：本院受理原告仇惠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
期满后15日、30日，并定于2021年5月10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李才思：本院受理原告马荣特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马荣特
对(2020)云0602民初5193号案件提交的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将移送昭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王亚哲：本院受理的原告谢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1182民初25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
决，可自公告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一式两份，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该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湖南银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铭
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传票、追
加当事人通知书、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问青松：本院受理肖顺龙与被告华太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
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江传新：本院受理王宜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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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金安区
张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辉军：李嘉豪诉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视为无答辩意见和证据。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第三法庭公开审理
(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威澄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孙晓亮、
孙业胜、丁政：本院受理常峰诉你们分期付
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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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安镇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周良军、仝苗：本院受理金生和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苏0205民初441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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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永威影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
唐一业与被上诉人唐爱萍、李永利及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桂03
民终3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凡艳、沈培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海支行与被告你俩、玉溪正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正河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2020)云
0423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一、
解除本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一手
住房贷款合同》中自2021年1月21日起至2035
年12月15日止的贷款合同；二、被告刘凡艳、
沈培云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连带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225000元及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
利)；三、被告正河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正河公司实际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凡艳、沈培云追偿；
四、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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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陈啟全：本院受理马毕良与你、李丽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08：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号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蓝河：本院受理原告通海县旭峰果蔬有限公司
与被告苟合坤、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何坤杰：本院受理刘学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1522民初
55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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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15号 申请人台州智超轴承贸
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汇票号码3130005146576270、金额5万元、出票人宁
波昌韵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深圳市博升达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0月21
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4月21日。自公告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陈雪系四川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因不慎将律师执业证丢失 ，执业证编号：
15107201411599132，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陈雪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静华：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悟县支行(原审原告)与被上诉
人付严洲、张静华、大悟县海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建花：本院受理原告常国希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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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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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和平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
云南福森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云南
鑫田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云0921财保1号民事裁定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李映菊：本院受理原告字跃辉诉被告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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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0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苏菊芳：本院受理原告杨绍强诉被告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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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0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7377号 江苏跃进正宇汽车有
限公司、裘军华、徐慧攀、裘宇朝：本院受理浙
江正宇机电有限公司与江苏跃进正宇汽车有
限公司、裘军华、徐慧攀、裘宇朝、倪苏钦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由被告江苏跃进
正宇汽车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代偿款3834242.83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暂算196824元;2.被告裘军
华、裘宇朝对上述第一项的代偿款及利息分别
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被告徐慧
攀、倪苏钦在各自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
述第一项债务在其丈夫应承担的份额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决定转为普
通程序审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5月6日13时
50分在本院西门五楼1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697号 肖玲：本院受理原
告房友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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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6日下午
14时30分在界首市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徐正艳、刘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仁市支行诉你们、贵州浩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2322民初277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速裁组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平顶山中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一鸣诉平顶山中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中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韩箫诉平顶山中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董国峰、凌美、石新红：本院受理原告刘志刚
诉你们民间借款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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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麦祖灵：本院受理原告郭英晓诉麦祖灵买卖
合同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803号 颜志刚、沭阳金泰
物流有限公司、邱光军：本院受理的黄寿福
与被告颜志刚、沭阳金泰物流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中心
支公司、邱光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797号 颜志刚、沭阳金泰
物流有限公司、邱光军：本院受理的李立勤
与被告颜志刚、沭阳金泰物流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中心
支公司、邱光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804号 颜志刚、沭阳金泰
物流有限公司、邱光军：本院受理的阚学涛
与被告颜志刚、沭阳金泰物流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中心
支公司、邱光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孙志义：本院受理的原告蒲恒才、赵生泉与被
告孙志义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0)青2821民初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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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中
止裁定书、转换程序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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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19)苏0311民再264号 李二防、丁严明、丁
连喜：本院受理陈凤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陈凤梅不服(20 1 9 )苏
0311民再264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19)苏0311民再281号 俞有理、钟利利、李
彦飞：本院受理陈凤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陈凤梅不服(20 1 9 )苏
0311民再281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19)苏0311民再297号 李广阔、刘常帅、张
敦国：本院受理陈凤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陈凤梅不服(20 1 9 )苏
0311民再297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门源县锦秀轩旅游文化餐饮发展有限公司、马
炳琪：本院受理原告门源县泉口镇花崖村村民
委员会与被告门源县锦秀轩旅游文化餐饮发
展有限公司、马炳琪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2221民
初17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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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0)冀0105执异120号 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市
石门支行、石家庄市水利水电物资供应处、石
家庄市滹滏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石
家庄铭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
为(2005)新执字第4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冀0105执异120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
日内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19)冀0105执异77号 石家庄伟兵农产品
有限公司、王伟兵：本院受理申请人贾月军申
请追加王伟兵为(2018)冀0105执2662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冀0105执异77号执行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石家庄市
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邹林：本院受理原告姜彦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相关手续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雨樟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李明会：本院受理原告廖升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相关手续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雨樟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