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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金路：本院受理原告金叶发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鲁1703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
蒋超：本院受理原告王考庆诉蒋超、四川龙
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
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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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水市孝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孝武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孝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自然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市
孝武冷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秦煜和何滨：本
院受理原告湖北广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广水市孝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湖
北孝武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孝武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孝感市大自然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孝感市孝武冷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秦煜
和何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
受理。因上述单位无法联系，不能邮寄送达，
也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上述单位和个人
送达(2020)鄂1381民初3651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
应诉文书。原告湖北广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七被
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0万元及支付利息，
确认原告借款合同中抵押的财产具有优先受
偿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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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刘照松(车照松)：本院受理原告代永春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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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照松(车照松)：本院受理原告张方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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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1230号 韦德峰：本院受理原告
韩秀珍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徐州市泉
山区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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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2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固镇县信发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闻
友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323民初47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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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6052号 魏海晴：本院受理
的原告李东洋与你抚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0 )苏
1323民初605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郝智伟：本院受理原告王虎与被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威西关支行、孙多武、赵红
玉、郝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甘0602民初852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八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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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
周金学：本院受理何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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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2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香日德地区人民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
章水清：本院受理原告赵士兵与你追偿权纠纷
(2020)鄂0684民初990号及民间借贷纠纷(2020)鄂
0684民初1002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鄂0684民初990号民事
判决书及(2020)鄂0684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鄢城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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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0)豫0402民初3865号 郭保峰、孙香平：
本院受理原告何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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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兰保勤：本院受理原告王伟旗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要求你偿还原告欠款及利息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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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大伟：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伟华机械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诉你与张涛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要求你们支付原告施工升降机
租赁费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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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784民初591号 闭叶忠(住湖北省安陆
市南城办事处闭刘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
420982196412091017)：本院受理原告欧派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沈阳东北日用杂品市
场鹏程电器经销部、闭叶忠、楼玉兆、廖晚英、
楼晓晖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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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东北日用杂品市场鹏程电器经销部立
即停止销售标注“有家·有爱·深圳欧派”、

“深圳欧派卫厨具科技有限公司(监制)”字
样及蒋雯丽头像的燃气灶;2、判令五被告就
本案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
计人民币30万元整;3、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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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
日下午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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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静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龙永制衣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静绅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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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乍浦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王建成：本院受理的杨兴龙诉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
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青2221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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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海波：本院受理陈海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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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香日德地
区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
宋顺平：本院受理韦堂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
2322民初3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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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萍：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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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五兴：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济南鑫科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黄南军分区诉你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青2321民初216号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第15日和30
日内，(2021)青2321民初216号开庭时间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884号 林峰、黄磊、江西大米智
联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东莞钢钢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峰、黄磊、第三人江
西大米智联网络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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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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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号 罗诚、罗红莲：本
院受理原告新余市凯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告罗诚、罗红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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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赣0502民初828号 胡志军、新余市渝
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新余市鑫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小云诉被告你们
房屋买卖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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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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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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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陆雷雷：本院受理崔华康与陆雷雷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应诉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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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周喜顺、深州市位桥润土粮庄：本院受理赵贵
响诉被告刘世才、第三人深州市位桥润土粮庄
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现无
下落，故依法向你及深州市位桥润土粮庄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史玉才：本院受理原告王涛与史玉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冠鹏橡胶脚轮制造有限公司、衡水东升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本院立案执行的(2021)冀11执
16号申请执行人河北衡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被执行人河北冠鹏橡胶脚轮有限
公司、衡水东升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华德
钢板有限公司、河北祥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财产报告令、廉政监督卡、执行裁定书(含
拍卖、变卖)。公告满60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雷、朱红、白国军：本院立案执行的(2021)冀
11执29号申请执行人林森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申请被执行人河北衡水鹏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苏雷、朱红、白国军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廉政监督卡、执行裁定书(含拍
卖、变卖)。公告满60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小奎：本院受理张建尊诉张倩、郭小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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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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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贾书达与被执行人周军
国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需对周军国名
下位于石家庄市丰收路188号奥北公元小区一
期7号商业105房产一套进行拍卖。定于2021年4
月11日10时至2021年4月12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在京东网上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989423.4元，
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3月3日本报所刊本院发布的原告王丙洁与
被告卫平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2020)皖1502民
初5715号民事判决公告，内容有误。该公告中的
公告被送达人“王丙洁”应更正为“卫平全”。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施森林：本院受理张晓康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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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
6月16日上午10时在本院小甸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高筱忆：本院受理徐钱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
初41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高筱忆对本案管
辖权提出的异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小甸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2021年6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小甸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赵鹏程：本院受理原告罗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0205民初6078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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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梁军立、张建国：本院已受理河北宽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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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和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道河法庭审理此案，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与被告你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皖0104民初13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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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天长市宏峰磁芯材料有限公司因
遗失浙江民 泰 商 业 银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 49727130、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
为浙江万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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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李雷：本院受理罗华明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并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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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定于2021年5月31
日上午11时00分在本院新店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巩勇：原告蒙祖继诉你与巩国平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定于期满后于2021年6月10日9时30
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
(地址：北川羌族自治县永安镇杏坛中路158号)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湖北延年农旅发展有限公司、陈希平、黄鹤、
侯晓青：本院受理原告湖北大冶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和陈翠华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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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能红：本院受理原告孙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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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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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军体：本院受理原告张武林诉你劳务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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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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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个工作日上午九时在本院鲖城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闵晓娟、闵春明、陈大美：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
大境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闵晓娟、闵
春明、陈大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法官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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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徐梦：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大境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被告徐梦追偿权纠纷两案(488、489)，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官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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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曹德林：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大境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曹德林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
官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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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王永飞：本院受理原告陈绍良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
加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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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下午15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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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天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告铜陵市中
君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本案民事诉
状、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
达后15日和30日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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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曾御承：本院受理原告李秋平诉被告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黔0103民初694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曾御承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李秋平借款本金人民币45706.33元
及利息(以45706.3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
从2019年11月24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二、案件受理费55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曾御
承负担(原告已预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吴卫兵：本院受理黎验诉你、湖南亨通电力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黔2324民初1029号民事上诉状。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向我院提起书面答辩
状及书面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若逾期未提交，本案将依法移送至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吕德美：原告黄玲诉吕德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述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5月27日9时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陆义霞：本院受理陈八四申请陆义霞失踪一
案，经查，陆义霞，女，1981年8月22日出生，住贵
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镇晨光村三组，公民
身份号码：522732198108220021。于2018年3月18
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陆义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个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浙江欧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重整案第三次财产分配公告

浙江欧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债权人：《浙江欧
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重整案二次财产分配方
案》已经债权人表决通过，且经温州市龙湾区
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管理人根据上述分配方
案，进行本案第三次财产分配，本次分配款项
以转账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
本次分配总额为433825.88元，参与分配的债
权人户数为10户，债权总额为6755605.24元。
本案无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无
需提存。二次分配未受领的分配额，管理人已
在本次分配中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浙江欧健医用有限公司管理人
更正公告：熊翠(公民身份号码：5109021993*
***1202)：本局于2021年3月4日刊登的《催告
书送达公告》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
错误，现更正为“本局于2020年8月7日对你
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特此更正。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1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