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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柴文峰：本院已受理原告何彬彬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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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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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忠兵：本院受理原告金茂群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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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正阳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王安宇：本院受理原告李士雪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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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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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个工作日上午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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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广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阜阳君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
省广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2021)皖1202民初1098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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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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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萍：本院受理金志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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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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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陈思羽：本院受理原告张汝江诉被告陈思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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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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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认：本院受理原告杨胜明诉被告张认抚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参加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上述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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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魏：本院受理原告张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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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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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雷双双：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21)鄂0281民初
19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保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
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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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国江：本院已受理原告黄义娟诉你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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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江：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凰冉诉你抚养费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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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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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鹏：本院受理原告陈仰芳诉被告你买卖合
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及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1)鲁1721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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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106号 深圳市隆江商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深圳市隆江商贸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
民初510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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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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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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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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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广岭：本院受理储治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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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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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文、大冶市俊达轮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黄石天旺会计代理有限公司诉你们
财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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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梅：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忠诉被告杨梅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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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3
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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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烈：本院依据(2019)鄂0281执2619号执行
裁定书，于2019年12月12日依法查封了你所
有的位于大冶市大冶大道180号20栋701室房
屋一套，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徐海林的申请对
该房屋进行了评估。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价报告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张发江(曾用名：张洁、张杰)：本院受理徐国
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鄂0624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武安镇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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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张永国：明光市金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明南分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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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张永国：本院受理吴桂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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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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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潘晓峰：本院受理万义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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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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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
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吴满成：本院受理姚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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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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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
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凡俊杰：本院受理赵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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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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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区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马标：本院受理葛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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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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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涡北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张家港保税区松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江苏慧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40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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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棠、安徽南海阀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李运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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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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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三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鄂尔多斯市宏泰翔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出具的号
码为40200051 30827232、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
为温岭市百汇皮革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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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华隆达线缆有限公司因遗失
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号码为32000051 25147088、金额为50000元、出
票人为台州远大焊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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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兰州康睦商贸有限公司、陈建军：本院受理的
原告万甫银、万兴枝、张小会诉被告马松吉克、
甘肃路路通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
换程序裁定书及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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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283民初195号 刘兴(新)华、钱小
平：本院受理原告陈伯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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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323民初1264号 潘振民：本院受理
原告单袁虎与被告潘振民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1323民初1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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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607号 倪建飞：本院受理
原告唐建华与被告倪建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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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九时十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陈敢：本院受理原告周贞弟与被告陈敢、第
三人SM商业城(苏州)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苏1323民初6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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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宝同与被告陈勇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1323民初6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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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李三好：本院受理原告孙绪坤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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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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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494号 刘琴(住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黄花镇杨家畈村5组，公民身份号码
420521198304015329)：本院受理原告杨雄晓与被
告刘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035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以103500元为基数，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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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
时间为2021年7月26日0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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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家家缘农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北太行创意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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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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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浙0784民初6729号 吉鹏(住云南省昭通市
镇雄县五德镇鹿角村民委员会澌栗树组14号，
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891223631X)：本院受理原
告金浙杭与被告吉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吉鹏
归还原告金浙杭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息
从2018年7月24日起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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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计算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3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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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2420元，公告费460元，
合计2880元，由被告吉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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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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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323民初1239号 刘军：本院受理的
原告李孝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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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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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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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再吉：本院受理原告潘天秀诉被告潘再吉离
婚纠纷一案，因被告潘再吉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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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川0903民初1453号 邓勇：本院受理原
告袁萍萍与被告邓勇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63000元及逾期
利息，逾期利息以63000元为基数，2015年3月1日
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9%计
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款市场
报价利率4.15%的1.5倍即6.225%计算；2.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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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转程序)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6日
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张艳波、冯立君：本院受理的易县农村信用联
社股份有限公司与张艳波、冯立君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633执恢
14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如
下：向申请执行人易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纠纷款35万元及利息。裁定书如下：
查封被执行人张艳波、冯立君所有的位于城管
处易兴西路鑫苑小区房产一套，房屋所有权证
号：易县房权证易城字第20150425714，查封期限
三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
马淑华、郭家强：本院受理河北泰合丽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二人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922执
186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失
信决定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
范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宜城分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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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548号 郭普兵(住陕西省乾县
周 城 乡 豆 村 南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1042419861125461X)：本院受理原告卢寿福与被
告郭普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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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郭普兵支付
原告卢寿福货款470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0年10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949元，合计999元，由被告郭普兵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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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河南泸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王震：本院受
理原告新乡县宏伟建筑设备租赁部诉你们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
豫0721民初735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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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乡县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909号 海盐县澉浦镇新
锐线条厂、莫祖观：本院受理原告戴桥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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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河失法庭
(江苏省泰兴市兴燕路55号)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催告书送达公告

邓吉光(公民身份号码：520 2 2 1 1 9 9 5 * * **
2838)：你未取得卫生许可证从事理发服务活
动一案，本局于2020年10月2日对你公告送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温卫公罚〔2020〕2号}，至今你
尚未履行本局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温卫公催〔2021〕2号催告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局领取催告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送达后，你逾期不履行处罚
决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志彬：本院受理刘志彬诉你退伙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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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振岭：本院受理张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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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1号 申请人上海亚兴生物医
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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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予
以公告。公示催告的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1300051 49978243、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
世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鼎亿达贸
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上海亚兴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曙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11日、汇票到期日
2021年3月11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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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朱渺：本院受理原告陈前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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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李万刚：本院受理安昌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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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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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9时在本院武安镇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程洪宾：本院受理原告平邑县亨利石材用品大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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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交通事故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平邑县致远劳务派遣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彭京
柯诉你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交通
事故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左凤营：本院受理傅其武诉你与蚌埠市三建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1182民初
34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潘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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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左凤营：本院受理蔡月田诉你与蚌埠市三建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
1182民初32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潘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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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水长玲：本院受理刘端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0982民初
92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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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王士华：本院受理新泰农村商业银行诉你与李
光涛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辨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金洁：本院受理宋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皖0705
民初5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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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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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彬、康美华：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治
中与被执行人李常彬、康美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蒙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622民初7325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经申请人申
请，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21)
皖1622执1297号。本院依(2021)皖1622执1297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查封了你名下共同所有的位于
安徽省蒙城县十里小区B区18栋1202室房产。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622执1279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以、查封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对被查封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并将你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761号 陈劲：本院受理原
告郑旭招与被告陈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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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9日09时30
分在本院虹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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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2867号 北京光彩时代服
饰有限公司、于相霖：本院受理原告叶光晓
与被告北京光彩时代服饰有限公司、于相霖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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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9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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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2156号 孙国伟：原告施旭光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15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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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158号 孙国伟：原告胡帅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15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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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锦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
王庆坨镇道沟子村民委员会：本院受理天津
英隆混凝土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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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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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杨村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张海如、张义春：本院受理原告三都县供销社
社员股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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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军：本院受理原告李翠翠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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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慈溪甬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库尔
兹压烫科技(合肥)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甬
博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1)皖0191
民初1444号一案，原告诉请为：1.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998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8484.70元(以
货款9982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按
年息6%暂计算至2020年8月20日，后顺延至
款清之日止)；2.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因你方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将
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上午11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苏翡茨克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安徽世纪中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
江苏翡茨克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2021)皖0191民初1452号一案，原告诉请为：
1.被告支付原告合同款25万元；2.违约金75000
元；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
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10：3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大连糖豆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罍
宝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糖豆科技
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2021)皖0191民初1714
号一案，原告诉请为：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20
万元及利息4684元(自2020年7月25日起按年
息3.85%暂计算至2021年3月1日，实际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共计204684元；2.被告负担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
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冯伯宏：本院受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营口中心
支公司与冯伯宏追偿权纠纷(2021)辽0304民初
22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高新审判区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齐越(身份证号码210304197302092215)：本院
受理原告刘相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21)辽
0304民初81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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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薛喜营：本院于2021年3月1日受理了佟少军
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2021 )辽0304民初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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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整在本院高新区第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陈永才：本院受理原告张成科诉你建设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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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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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遵仲裁字第1026号 王连敏：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遵义康心药业有限公司与你关于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遵仲裁字第1026号仲裁裁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仲裁
裁决书，地点在遵义仲裁委员会办公室(遵义
市新蒲新区播州大道交通博物馆C区一楼)。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特此公告

遵义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