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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四川省邻水县长安乡石房村8组9号孟圆圆：
本院受理(2021)川1623民初136号周龙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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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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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
2021年4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天津市源茂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姜军：
本院受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津0103民初
13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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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王春光(412825199307151111)：本院受理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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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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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腾冲市博辉装饰工作室、秦琦：本院受理董
学爽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
令解除原告与你们2019年10月6日签订的
《腾冲市博辉装饰工作室施工合同》;2、判
令第一被告返还原告预付装修款9300元，
并承担10000元的违约金;3、判令第二被告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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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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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本院受理张艳芬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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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一、请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
的租赁关系;二、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徐建支付原告张艳芬2018年12月1日至2021
年1月31日的租金尾款31158元，以及判令被
告徐建以年租金22000元支付原告张艳芬自
2021年2月1日起至返还原告张艳芬商铺时
的租金;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徐建
支付原告张艳芬该商铺的保安费(物管费)
960元、水电费2091元，合计3051元;四、请人民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徐建立即搬离租用原告
张艳芬位于腾越镇天成社区商贸城一区Hb
-7号商铺，将该商铺返还原告;五、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徐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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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定成：本院受理王登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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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光云：本院受理冯秋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
义务通知书、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 求 法 院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劳 务 费
8000元;2、判令苏光云返还原告垫付的生
活费13345元、垫付的工人工资10500元;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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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二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广号(372833196701252731)：本院受理(2021)
鲁1329民初1366号赵思莉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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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
李强：本院受理沈达美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115民初66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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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王胜建：本院受理江阴市新丰制衣有限公司
与你、陈微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281民初267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
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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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建良：本院受理黄东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
苏0281民初967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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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爱苹：本院受理赵兵诉你、杨云平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1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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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明、闫冬菊(常用姓名闫宁)：本院受理
王成学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辽0124民初
2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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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
阜阳皖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兆、安徽皖
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强强诉你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及马
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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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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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人
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皖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
倩倩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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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5月18
日15时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许燕：本院受理瑞安市森林带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18 0 0 5 8 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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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2021年5月31日15：15分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张易霖：本院审理张志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
0105民初554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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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强、张美荣：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强县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强县支行对判决
不服，于2021年2月18日在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冀1121民初1188号案件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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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杨江秀：本院受理杨兴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
15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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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雅：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泰力电器照
明销售部诉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青海
分公司、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青0105民初2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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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绍芳、王武：本院受理史锦栋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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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杰：本院受理原告吴文羊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皖1723民初
1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书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陈玉秋：关于申请执行人徐宗家与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
执26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
书。该裁定书内容为冻结陈玉秋的网络资金
账户3540.53元、1007.14元、冻结陈玉秋工行账
户0902037101118582962、2102106901001773664
内存款41048.00元。自公告之日60日起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有异议，在公告期届
满后15天内向本院提出异议。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厦门市和兴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申请人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被申
请人厦门市和兴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 ，案号为[2 0 2 0 ] 泉仲
字119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
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沈昌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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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关于物业管理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佛仲字
第1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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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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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
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1年7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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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冲：本院受理朱亚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422民初317号民事判决书及交费通知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正阳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王兵：原告易应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281民初381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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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河北飞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平县
中敏丝网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益贺、河北飞
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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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冀1125民初301号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河北飞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退还原告安平县中敏丝网制造有限
公司购车款人民币20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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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8600元
应当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满七日
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沈宝珍、顾友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振泰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1182民初
39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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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经爱家：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沈有林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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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
江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郑晓明：本院受理原告郑西锋与被告郑晓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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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李兴阳、毕节齐悦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张正诉被告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0502
民初137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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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钱青华、杨艳波：本院受理钱禹吕、李艳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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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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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8：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一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彭祖法：原告何德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281民初439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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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肖昌海：本院受理罗正权诉你和张丽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鄂0624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肖昌海、张丽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偿还所欠原告借款54000元。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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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毕节齐悦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贵州皇室经典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毕节齐悦
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502民初
10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亚林、李凌心(曾用名李蒙娟)：本院受理包
敏诉你们及第三人李渠、李芋洁继承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云
0423民初15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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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金苏、李文章、李路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
被告叶德会、叶飞龙、叶金苏、李文章、李路路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445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
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胡荣先、钟如岗：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杰与被告胡
荣先、钟如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
初494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884号 张成彦：本院审理
原告陈忠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
初5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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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唐敏：本院受理原告李金蓬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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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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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5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未到庭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张威涛：本院审理原告华钧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苏0205
民初6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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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晓磊：本院受理原告王苹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0)苏0205民初665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你自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向王苹给付
货款9000元。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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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虞学峰：本院受理华雪东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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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强：本院受理顾春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
389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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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兴斗：本院受理苗玉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381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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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秀美：本院受理原告胡文娟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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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徐桂平：本院受理无锡鑫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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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霍德芳、田波：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705民初470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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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铜陵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江苏非诚勿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田野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王建忠、黄敏、周耀清、周荣
珍、王锡芳：本院审理原告黄娟萍、黄雅萍诉
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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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家陆、李碧波：本院受理原告云南通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普家陆、李
碧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一、判令二
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自2016年12月
21日起至贷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
二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应诉、举证通知书、上
网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号
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的，
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普家陆、李碧波：本院受理原告云南通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普家陆、李碧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一、判令二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自2016年12月21日起
至贷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二被告
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
书、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0：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号小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的，不影
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公告送达

戴 祖 良 ，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52019660824181X。经查，你履行安全生产职
责不到位，导致在无锡市锡山区锡沪路8号的仓
实宏达工业园区内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锡山区
应急局已于2020年2月1日依法向你送达了《行政
处罚告知书》。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五)项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你作出处人民币壹
拾柒万肆仟玖佰陆拾陆元整(¥：174966元)的罚款
的行政处罚。因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个
人)(苏锡锡)应急罚〔2020〕事14号》。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局领取本处罚决定，逾
期则视为送达。自本公告生效后15日内缴至无
锡农村商业银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学
士路80号。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
罚款。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
向锡山区人民政府或者无锡市应急管理局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滨湖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无锡市锡山区应急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