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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成富、张万泽：本院受理吉林市船营区宇
鑫建筑器材租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原告吉林市船营区宇鑫建筑器材
租赁站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吉0202民初288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
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徐洪明：本院受理施武标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2 0 2 1 )黔23 2 2民初135 6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节假日顺延)。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邹益林：本院受理兴仁县兴旺汽配经营部诉
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2021)黔2322民初347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节假日顺延)。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沙昌萍：本院受理张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 0 2 0 ) 苏
0281民初10923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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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高吉：本院受理杨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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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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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康清、肖爱玲：本院受理朱瑞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
证须知、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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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衡思雨：本院受理李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监督卡及
开 庭 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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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山人民法庭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童觉庆：本院受理原告青阳县酉华镇二酉
村村民委员会与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皖1723民初302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5日9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周星财：本院受理叶小忠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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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乘瑜：本院受理尹明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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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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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豫起装饰广告有限公司、曹起、童春杰、
刘雪晨：本院审理的原审原告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周口分行与你们及原审被告曹新
立、曹恒、韩聪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立案再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
豫1 6 0 2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章菊：本院受理李能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
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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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许军：本院受理陈以庄诉你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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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正兵：本院受理陶秀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云
2625民初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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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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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阜阳恩享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深圳市驭信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诉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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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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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辉：本院受理张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1202民初
84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西湖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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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丁齐：本院受理王梦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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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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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牛飞、牛晨晨、牛晓燕、刘国华：本院受理张
虎诉潘士芳、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潘士芳提出的管辖权
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裁定书及管辖权
异议上诉状。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驳回
潘士芳对本案的管辖权异议。本裁定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何德银：本院受理阜阳市杉彬木业有限公
司诉你和汤云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296
号民事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货款35 9 6 8 4 元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按年利率24%自2020年12月22日至所
欠货款还清止);汤云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但其履行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你追偿。自公告之日起经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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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爱美：本院受理吴文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民
初11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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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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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方桂华：本院受理瑞安市易尚装饰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民初11918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四川喔享购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充
玖顺广告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川1303民初1512
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状副本、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1年6月30日15：1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盖国承：本院受理保山宏发拍卖有限公司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云0581民初41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200000元。案件受理费4720元，由
原告负担420元，由被告负担4300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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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放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仕均：原告李文忠与被告张仕均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3民初1824号。现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
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
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
定于2021年07月19日09时30分在第二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大连宝瑞轩拍卖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侯同安与大连宝瑞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合
同纠纷【2021】大仲字第112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
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
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
于仲裁庭组成后的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
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地点为第四仲裁庭(大连市西岗区
英华街55号310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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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宝瑞轩拍卖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王家成与大连宝瑞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合
同纠纷【2021】大仲字第148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
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
期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
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的3日内来本委领取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
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地点为第四仲裁庭(大连市西
岗区英华街55号310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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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宏杨：本院受理原告聂凤灯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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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秀娟：本院受理原告张香好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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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靖杰：本院受理原告平乐县源头镇黄仕森
绿鑫农资加盟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人民法院随案监督卡、开
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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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7月28日上午10时30分在
本院五将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1152号
马勇：本院受理原告刘云峰诉被告马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由于无法向
你方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282民初115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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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李凯、唐胜燕：本院受理绍兴素丝纺织品有
限公司与李凯、姚士卫、唐胜燕、黄友君、
季雷磊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期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9：0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韦昌梅：本院受理王术成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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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0分(节日顺延)在霍邱县法院马店人民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张明健(张健)：本院受理揭伟明与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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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8时40分(节日顺延)在霍邱县法院马店人
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钱冬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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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下午14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黄兆兰：本院受理原告多杰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青2321民初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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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青23 2 1民初
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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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肖杨、平顶山市欧酷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秦稳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要求你们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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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滕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元信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徐斌、徐永平、刘爱民：本院受理
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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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民特298号 本院于2021年2月19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崔文亚与被申请人邱美
芬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崔文亚
称：被申请人邱美芬，女，1955年10月8日出
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204195510080027)，汉
族，原户籍所在地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白
鹤街道贺丞路88弄35号106室。于2002年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邱美芬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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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邱美芬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邱美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邱美芬
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密庭：我院在执行许喜花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冻结、划
拨)、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间不停止生
效文书的执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魏玉龙、李海燕：我院在执行高阳与魏玉龙、
李海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
行裁定书(划拨)、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间不停止生效文书的执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385号 吴让君：本院受理
原告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分公司诉被告吴让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被告吴让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金科智慧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支付拖欠的
物业服务费46 681 .9元及违约金4 600元；
2、驳回原告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 600元，由被告吴让君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麻绍云：本院受理原告姚锐诉被告麻绍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麻绍云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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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鸿
诉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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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482民初894号 王涵(身份证号码：
210804197803161108)：本院受理原告黄新法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与举证期限分别为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21年7月20日上午9时30分(逾期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执120号 李银凤：本院受理的
李军花申请执行你(2020)冀0107民初248号民
事判决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7
执12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司法公
开告知书、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
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
强制执行，并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和限制高消费。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李银君：本院已受理田凤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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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仕贵：本院已受理刘小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326民初
3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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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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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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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283民初1443号 徐天明：本院受理
原告彭传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01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672号 王乃峰(身份证号
码：37292819700117345X)：本院受理原告程先
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分别为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7月20日上午10时00
分(逾期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程效朋：本院受理原告燕学修诉被告程效
朋、燕小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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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 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2021年6月
29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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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本院受理原告绳雪莉诉被告张辉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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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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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2021年6月29日下
午3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沟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张萍：本院受理原告宋振林诉被告张萍抚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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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2021年6月29日上
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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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坤英：本院受理原告董佳佳诉被告毛坤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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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2021年6月
29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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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虎、巢湖市顺信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卢伏平诉你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向你等公告送达(20 2 1 )皖05 2 3民初
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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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陆龙刚：本院受理原告潘天送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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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德付：本院2020年9月1日作出(2019)鲁1326民初
7916号民事判决所判决的原告华娥昌诉你与亓
国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华娥昌不服一审民
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陈尚进：本院受理沈永南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205民初14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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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锡山区东亭鹏杰建筑机械租赁服务部、赵正
怀：本院受理原告申锡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苏02 0 5民
初6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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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2207号 龙拥军：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新盟包装装潢有限公司与被告龙
拥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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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2187号 温岭市德印纸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盟包装装潢
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岭市德印纸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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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996号 常光超：我院受
理原告牟真飞与被告常光超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
年7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程黎明：本院受理原告刘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1)皖1202民初316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简易程序转换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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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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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万采红：本院受理沈贤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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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
李廷峰：本院受理原告丁正新与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起诉要点：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3500元及信用卡手续费)、应诉、举证通知
书、上网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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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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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关区阿市乡庆友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本
院受理原告陈中明诉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
民政府、毕节市七星关区阿市乡苗族彝族乡人
民政府、七星关区阿市乡庆友种植养殖专业合
作社、余启贵、余发扬、余其亮、余启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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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佳：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永裕水暖洁具经
营部诉被告陈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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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4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文明、贵州中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张书财诉被告李文明，第三人贵州
中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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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文明、贵州中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张书本诉被告李文明，第三人贵州中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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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田友洪：本院受理原告李鹏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202
民初38 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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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邓应前：本院受理原告田宝诉你返还原物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
还原告财物2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洋溪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刚：本院受理黄丙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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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张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晁自平、李本权：本院受理晁自兵与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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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张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韩付华：本院受理原告韩继田、临泉县浩冉
暖通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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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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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德庆、张德彦：本院受理殷庆梅与初勇、殷德
庆、张德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殷庆梅
就本院(2020)辽0604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提起上
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李志彬：本院受理原告杨永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2021)皖1202民初2772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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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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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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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芳铭、王振利：本院受理金雄辉、安峤雄鹏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杨明霞等人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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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吕德忠：本院受理安徽乐富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及河南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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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袁宝坤：本院受理袁彩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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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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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海英：本院受理昆山金侨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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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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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宋云东：本院受理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诉你损害债务人利益
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原
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黎景樑、温凤梅、谢君斌、黎美群：本院受理北
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苏0583民初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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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朗诣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新
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6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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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潮鑫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曾鹏：本院受
理徐成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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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堵军、陈小芳：本院受理张化林诉你们分期付
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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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许传东：本院受理孙守彬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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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姚红稳：本院受理刘亚平与李武、姚红稳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海：本院受理苏州鸿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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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福建希源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华东造
纸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
民初2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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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康：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5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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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卫国：本院受理薛平诉何卫国、张梅生、何
建勋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6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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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顺心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
一川诉你福利待遇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6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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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卓信房产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
铁娟诉你方居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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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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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韬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杨振宇：本院受
理昆山吉佳生鲜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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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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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部磊：本院受理汪中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9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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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汉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
中慧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委托代理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0583民初19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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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埠市淮上区静润食品店：本院受理高灯亮
诉你网络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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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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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伟群：本院受理王建英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进波、朱家义、吴进柳、孙明波、朱啟艳：本院
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苏0583民初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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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新都艺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
山新创园木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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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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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艾奥安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
山聚铭盛塑化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8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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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韧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杰诺鑫精密组件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5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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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张浦镇万中贺精密模具厂：本院杰塑热
流道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583民初15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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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益百辉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本院昆山浩
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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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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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丰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与你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徐广辉：本院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与
王正亮、徐广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
1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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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越：原告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0)川0311民初1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
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彭利平、陈星朋、郭桂强、崔冬梅、周帅帅、张曼
君、赵万鹏、张雷英、孔英建、徐楠、郭可可、李
泽航、刘子洋、赵凡、于娟、河南豫储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梁艳、尚军旗、吕杰、张倩、郭方
方、赵赫、苑三花、王振伟、刘亚东、胡美琴、马
丽、肖高旗、李朋、殷亚洲：原告周口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和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
延)在北郊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四川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运阳、陈
南、温化冰、罗娟：本院受理(2021)川0311民
初426号、427号、429号、430号原告自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四川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王运阳、陈南、温化冰、罗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四个案件，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开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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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7月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吴仕宪：本院受理马学贵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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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李成林：本院受理陈广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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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9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马忠平：本院受理刘世木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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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寻亲公告

  朝民1383 ，男，约60岁。该人
于2021年4月9日由安贞里派出所
送至我站接受救助。该人无法说
话 ，无法行走 ，未随身携带任何
证件，经初步诊断为急性脑血管

病。现我站无法核实到该受助人的真实姓
名和家庭住址，如有知情者请速与我站联
系。(24小时热线电话：010-84394991)

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

法院公告

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
民初21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第十五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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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福安市鼎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云龙区鹏信建筑机械租赁站与被告
福安市鼎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薛峰：本院受理原告徐州经济开发区益民饲
料店与被告薛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四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南京顺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南京顺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进入执行程序，现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决定书、执
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之后对你公司
所有的发动机号为35299255的徐工牌XR280
旋挖钻机进行评估、拍卖、评估报告出具后，
7日内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金宝：本院受理原告孟令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民初183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徐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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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云南腾科化工有限公司、秦健博：本院受理原
告李胜乔与被告云南腾科化工有限公司、秦
健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民初169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徐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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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襄阳拓邦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江苏巨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襄阳拓邦
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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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三
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吕春明：本院受理原告张宏刚诉被告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
与你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
知、告知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十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罗建春：本院受理原告唐君明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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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13上午9
时在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原告徐乐中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14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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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1年7月6日9时在
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原告李文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14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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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1年7月6日10时
在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原告何权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146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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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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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1年7月6日11时在
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张永红：本院受理原告任华琼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1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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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1年7月6日15时
在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俊锋：本院受理原告周永平诉李俊锋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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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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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小林、蒋小红：本院受理原告钟波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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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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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
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徐正飞：本院受理原告侯健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831民初2682号民
事判决书，裁判结果：被告徐正飞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侯
健货款1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2000元
为基数，从2020年7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案件受
理费1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
徐正飞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垫付，被告在
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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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卢长新：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国家能源集
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吉林热电厂(原国电东北
电力有限公司吉林热电厂)与你追偿权纠纷执
行一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
初9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吉0202执723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
内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董志富：关于申请执行人孙晓云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执
51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该裁定书内容为被告董志富协助原告孙晓云
将位于甘南县甘南镇东风街一委6组(房产
证为：甘房证字第NO.009765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为：国用()字第61526号)的28平方
米平房所有权证项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
用证登记在原告孙晓云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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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涛：你因不服河南省司法厅信息公开答
复行为向本机关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
机关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司复决34
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因你拒
收邮件，上述法律文书被退回。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机关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关于征集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
排练配套设施项目合作方的公告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
施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位于北京工人体
育场东门南侧，占地面积1.2公顷，总建筑
面积26587平方米。
  为完成该项目建设 ，更好地开展运
营，现公开征集项目合作方，欢迎符合以
下条件的企业洽商具体合作事宜：
  一、合作方同意向中国爱乐乐团提供

（赞助）不低于2.5亿元人民币资金，获得不
高于二十年经营期限的项目运营管理权
益（同等条件下期限短者优先）。乐团所筹
集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
排练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及乐团事业发展。
  二、合作方应为文化、体育、教育和卫
生领域且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的企业。
  三、合作方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
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并具有履行合
同所必需的设备、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合作行为接受北京工人体育场园
区物业统一管理。
  五、遵守《营业性演出条例》、《广播电
视管理条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接受中国爱乐乐团对现
场演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平面
媒体和广告等宣传内容及参演人员等事
宜的事先审查和变更要求。
  六、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洽商。
  此公告自刊登之日起10日内有效，报
名时间截止至2021年4月24日16：30。
  联系电话：88384172
  邮  箱：yaohan_lu@163.com
  联 系 人 ：路瑶

2021年4月14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吴艳宾：本院受理原告李娜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原告李娜向本院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
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领取上诉
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滕喜年：本院受理原告徐州格雷安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苏0391民初319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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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业均、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
永康、邹瑞：本院受理原告镇江文化产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石业均立即向原告支
付代偿款40016.51元及利息和律师费5000元;
2、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永康、
邹瑞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部分
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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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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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高小闯、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
永康、邹瑞：本院受理原告镇江文化产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高小闯立即向原告支
付代偿款111545.75元及利息和律师费9000元;
2、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永康、
邹瑞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部
分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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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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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郑汉沛、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
永康、邹瑞：本院受理原告镇江文化产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郑汉沛立即向原告支
付代偿款221660.8元及利息和律师费14000元;
2、苏州亿车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永康、
邹瑞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部分
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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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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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啸宇：本院受理的原告镇江新顺实业公司
与被告陈啸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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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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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辛丰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周伟：原告马丽华、凌浩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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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周伟：原告陈连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朱媛媛：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1031号
潘静与朱媛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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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邓起秀：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天泽建材有限公
司与被告邓起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0 )
苏111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限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同时预交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
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丁士成：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天泽建材有限公
司与被告丁士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0 )
苏1112民初6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限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同时预交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
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桑晓辉：本院受理原告丁学林与被告桑晓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0)
苏1112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
内容：被告桑晓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丁学林货款25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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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施东星：本院受理吕建国与被告施东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1112民初203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施东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吕建国货款
16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预交相应上诉
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兆平：本院受理原告邓继平诉被告王兆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0)
苏1112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
内容：被告王兆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邓继平货款50 0 0 0元，并承
担自20 1 9年2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的逾期还款利息(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8
月20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
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期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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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北京通畅达运输有限公司、周庆海、吴志凤：
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
司与被告北京通畅达运输有限公司、周庆
海、吴志凤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0391民初15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第十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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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靳凯(曾用名靳西高)：本院受理耿伟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缺席
审判。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0 )苏
039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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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饶园得：本院受理原告徐金灿与被告饶园
得、江西双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 0 2 0 ) 苏0 3 9 1 民初
20 8 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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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立新：本院受理王勤才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以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时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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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辽宁特利朗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
州科辰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辽宁特
利朗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徐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民初21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徐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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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北京安通诺利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民初213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徐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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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