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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412号
朱胜利(住安徽省阜南县朱寨镇袁庄村小朱
庄47-1号，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8609062011)：
本院受理原告胡春燕与被告朱胜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
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
万元及欠款利息(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利息
损失从2017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
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
金17万元及欠款利息(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
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0日上午8：50，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九审判庭东门五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465号
北京汤普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北京市朝阳
区朝阳门外大街18号17层A1904，法定代表人：
李雪锐)：本院受理原告徐婧煊、夏月飞与被告
北京汤普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法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北京汤普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徐婧煊、夏
月飞服务费6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并支付违
约金(自2020年8月14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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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
受理费40514元，由被告北京汤普森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
人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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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路春成：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
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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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路春成：本院受理原告孙秀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
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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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科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应忠：本
院受理原告山东井亭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鲁0481民初750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执行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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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2276号
徐州九家房产经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阮喆与你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苏0311民
初2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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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木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2民初10977号
霍永：本院受理原告孙姗姗与你信用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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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送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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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
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郑集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168号
河南维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苏三岭：本院受
理原告王广太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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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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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并定于2021年4
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院郑集人民法庭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2民初8208号
内蒙古兴大洲贸易有限公司、刘卫、罗伟、崔
宝芳、陈文元、张福安：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
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诉内蒙古兴大洲贸易有
限公司、刘卫、罗伟、崔宝芳、陈文元、张福安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312民初820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郑集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包先奎：本院受理杨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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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7376号
江苏跃进正宇汽车有限公司、徐州泰发特钢
集团有限公司、裘宇朝、裘军华、徐慧攀、倪
苏钦、梅路特、徐玉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正
宇机电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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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8日14时1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东门3楼5号审判庭。合
议庭成员为朱蕾蕾、徐益芳、陈尚军。逾期未
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06号
李冬花(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中和镇艾田
村民委员会下峰岩社8号，公民身份号码：
532124200111010526)：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李冬
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已赔付的保险金10650
 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
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8日15：3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鄂0529民特1号
  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
祥敬申请宣告王明失踪一案。申请人王祥敬
称，被申请人王明(男，1966年8月4日出生，土
家族，户籍地：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
镇 正 街 2 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22729196608040018)系申请人的侄子，王明自
2017年9月离开住所地，经多方查找无果，至今
已下落不明满两年。下落不明人王明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
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明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明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平：原告陈远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请
求判令你偿还陈远宏借款本金7万元、利息2.78
万元)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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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五
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五峰镇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孙志义：本院受理的原告逯玉花、张晓洁、张
志善、张梓瑶诉被告孙志义等人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独任审判人员告知书、转换程序裁定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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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黔2322民初5694号
钱兴宇、罗升：原告兴仁市通达汽车租赁店与
被告钱兴宇、罗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60日，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依法按缺席审理。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重庆茂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郭奇灵：本院
受理原告姜素清与被告重庆茂凯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郭奇灵、赵成勇、曾建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黔0326民初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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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庆春(住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本
院受理聂明华、曾广树、骆顺成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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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宝丰
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宝丰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培江：本院已受理原告聂兵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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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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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正阳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黄凤生：本院已受理原告张纯才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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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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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正阳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刘伟：本院受理原告吕正伟、姜云安诉被告
曹权发、安庆市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人刘伟、冯驹、吕鉴雄确认合同有效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本案宣判后，被告安庆
市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本院作出
(2020)鄂0281民初4232、4233号民事判决书，
于2021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
上诉状副本，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安庆市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
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熊美财：本院受理谢文晋与被告熊美财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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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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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并定于
2021年5月27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吕德美：本院受理原告白绍良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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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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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于勇、王子彬：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你们劳动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证
据副本、劳动争议案件要素表、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材料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丰荣：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沈红军、邱胜
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1381执101号、(2021)鄂1381执102
号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后五日内履行(2016)鄂1381民初241号、(2016)
鄂1381民初2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段文凯：本院受理龚保龙、龚玉林、刘明修、刘
叶强、赵士龙、王兰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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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亚红：本院受理原告涡阳县新兴镇曹庙村
村民委员会、涡阳县新兴镇左楼村村民委员
会、涡阳县新兴镇兴南村村民委员会、涡阳
县新兴镇大曹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涡阳县
乐亿林业有限责任公司、陆献武、陆振海、谷
晓明、第三人宁波江东阳坤科技有限公司土
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卢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与被告卢兵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皖0104民初1178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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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马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与被告马骏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皖0104民初1177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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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尹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与被告尹飞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皖0104民初1178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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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葛兴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与被告葛兴成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皖0104民初1177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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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刘文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与被告刘文超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皖0104民初1178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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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荣美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赵敏、严小
芳、蒋黎明、张伟：本院受理原告昆山市玉山
镇玉达卓五金厂与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523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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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春宇：本院受理洮南市中宝酒业有限公司
诉你、刘晓雷合同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诉讼须知，应诉、
举证、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穆王伟：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宿州淮河路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0)皖1302民初1023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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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3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张毛宁：钱鑫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东杰：本院受理虎爱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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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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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张中涛：原告谢兴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鲁1321民初4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蒲汪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曹梅生：本院受理汪心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492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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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建与被告刘金龙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05民初66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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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欢
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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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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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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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以祥：本院受理原告赵新微与被告彭以
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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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岗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钟琪：本院受理施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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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重庆居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
虹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受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人民法院依
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自2020年9月1日
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服务费共计24000
元;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分别于2020年9月1日及9月6日为被告
代销成功的二套房屋的佣金共计17 6 8 6 9
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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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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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胜秦：本院受理腾冲市腾龙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珠海广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广和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本院受理赵洪雨
诉你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227民初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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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法院
阜阳皖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兆、马琳：
本院受理阜阳市众力鑫家居定制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安徽皖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马
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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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龚旭东：本院受理康红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青
0105民初10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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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
堡子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小平：本院受理牛永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吉0202民初449
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4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法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郭业伟：本院受理徐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2021)黔
0323民初157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陈士斌：本院受理刘宏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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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马金喜：本院受理马仁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程志强：本院受理王敏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辽
0115民初44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第15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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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阳：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3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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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马威：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3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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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康玉荣：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
3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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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王强：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3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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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黄绍春：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辽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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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陈雷翔：本院受理马积德与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0105民初54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垫付的维修
基金17000元，支付自2019年9月28日至2020年8
月27日的逾期付款利息600元，共计17600元，
被告支付原告自2020年8月28日起以实际欠款
数额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全部付清之
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242元，本
院已减半收取121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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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2006)烟民破字第2号
  本院根据烟台大荣集团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烟台大荣集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烟台大荣集团公司清算组担任烟台大
荣集团公司管理人。烟台大荣集团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1年3月20日前向烟台大荣集团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1号壹通国际8层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2 6 4 0 0 0 ；联系人及电话：姜律师
1861503020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
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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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荣集团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烟台大荣集团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特141号
吕益美：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
人吕伟东申请宣告吕益美死亡一案，申请人
吕伟东称，被申请人吕益美于1994年5月2日
离家出走，申请人吕伟东通过种种渠道寻找
被申请人吕益美的下落，并于2016年8月23
日向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广化派出所
报案，但时至今日仍查无音信。下落不明人
吕益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吕益美将被宣告死亡。但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吕益美生存状况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吕益美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张传平、张士杰、邱长德、张传文、于涛：本院
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0721民初3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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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迟金德：本院受理赵夏青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
民初24 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
年5月6日14：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内蒙古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阿荣旗
蒙泰隆商贸有限公司、你司、苗大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内0721民初2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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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新疆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福宁
投资有限公司、广西钦州市福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国利诉你方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
通知、举证通知、证据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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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4
月28日8：45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寿劳人仲案字[2020]第1405号
赵延辉(身份证220319197006010832)：本委受理
寿光市万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
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山东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答辩期满后于2021年4月12日上午9：00，在
本委仲裁庭(寿光市商务小区5号楼A座134室)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山东省寿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寻亲公告

  姓名：褚东航(朝62)，性
别：男 ，年龄：约16岁 ，户籍
地：不详。救助经过：该人自
2007年5月14日由北京市朝
阳区大屯派出所护送至朝
阳区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
自2008年7月24日在北京市
平谷区阳光老年公寓接受

救助，期间多次寻亲无果，2018年11月23日
移交至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进行养
育。现该人于2021年2月4日早晨8时5分突发
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望知
情者联系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自
公告起30天内无人与我中心联系认领，将
按规定予以安置。联系电话：010-67367107。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 ）赣0502民初959号  吴秀子、肖小
菊：本院受理原告黄海根与被告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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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余市渝水区下村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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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赣0502民初8325号  何兵勇、渝水
区赣西大道香潭酒店：本院受理原告罗峰
与被告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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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赣
0502民初8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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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陈祥莲：本院受理侯洁、侯莹诉你及湖北
天九新贵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枣阳市大唐
置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被
告湖北天九新贵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枣阳
市大唐置业有限公司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鄂0683民初1801、1802号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 5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梁钟
林诉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梁姗
姗诉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时戚菲菲：本院受理朱琴玲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6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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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亚丽、张硕：本院受理和运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徐州卡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黄继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
初93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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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亚丽：本院受理和运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徐州卡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黄继伟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938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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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亚丽、张硕：本院受理和运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徐州卡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黄继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
初93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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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亚丽：本院受理和运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徐州卡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黄继伟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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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贝菲特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王恒：本院
受理上海贝菲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
微拓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堃万健
身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堃拓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砝拓健身有限公司、上海拓康体
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士明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 )苏0583民初47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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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金山、李坚凤：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诉你们清
算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269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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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河南中诚万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维俭：
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金莱科精密五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海皇章诚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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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雪梅、严鹏：本院受理喻喆诉你们股份转
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6340号  余姚市元素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高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强力控股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辩答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0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897号  李双珍：本院对
原告林永建诉被告李双珍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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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1年4月27日10时00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徐州伍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戴汝
悦诉你公司及袁福祥、陈武光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大冶市宏盛工贸有限公司、大冶市御龙矿业
有限公司、朱从刚、虞佳凤：2020年8月7日，
温州广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闵国栋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公司对你享有的所有
债权【债权依据：(2016)鄂0204民初1021号民
事调解书】，依法转让给闵国栋，与此转让债
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自接
到本债权转让通知后应向闵国栋履行全部
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闵国
栋书面同意不得撤销。专此通知。

通知人：闵国栋

提存公告

【小鸽理财】平台余额资金未提现出借人：
深圳市温馨港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已自愿
退出网贷行业 ，并声明对出借人进行了
100%本息兑付，但仍有部分出借人账户存
在兑付资金未提现。上述出借人账户未提
现资金已提存至本处，请出借人及时到本
处领取提存款项。因未及时提现出借人数
量多，详细名单请关注我处官方网站(http：
//www.psgzc.com/)查询。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公证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刘思兵(公民身份号码：341 2 0 4 1 9 5 8 * * **
2217)：你非医师行医一案，已调查终结。本
局拟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罚款人民币
玖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温卫医罚告〔2021〕15号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本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的，你有权
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进行
陈述、申辩或书面提出听证要求，逾期视为
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清算公告

  湖南致远车桥有限公司因疫情等原因
经营业绩持续下滑。2020年11月20日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已决定解散公司并进行清算。
(己在津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目
前清算组已经成立。本清算组为履行职责特
公告告知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该说明债权的有关
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将对债权进
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依法不对
债权人进行清偿。
  清算组办公地址：湖南省津市工业园嘉
山大道西端；清算组长：余奏颉，清算组成
员：于坤霞、苏丹、王蓉、李玲、孙平；联系人：
于坤杰；联系电话：13769676608。

湖南致远车桥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