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fzrbggb@163.com 编辑：张莹莹

(2021)苏0311民初1662、1663、1664、1665、1666、1667、1669、1670、1671、1672、
1675、1676、1677、1678、1679、1680、1681、1682、1683、1684、1685、1688、1689、
1692、1693、1694、2093号 徐州百富时尚商业管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
芳、杨静英、曹冠东、张艳萍、赵保杨、胡茂娥、蔡丽霞、吴继周、李农、孟晓
萌、刘元浩、从锋、朱新玲、胡金宝、姜盛韬、贾蕾、王安敏、缪秋芳、邹世
民、侣美芳、李桂侠、徐方、施建军、王丽、张娟、王美兰、周红艳、潘邦
立、与你公司、徐州市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
十七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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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二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008号 徐州安个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于克南与你单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008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徐州市泉山区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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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午3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311民初620号 徐胜利：本院受理原告宗林与被告徐胜
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2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485号 江苏赛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连云港立坤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赛鼎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307号 张来富：本院受理原告泉山区辉煌建筑
设备租赁部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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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307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徐州市泉山区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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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在本院第十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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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281民初843号 谢久海、谢文超：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密诉
你劳务合同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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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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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店子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出庭参加应诉。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于爱斌：本院受理于盈硕诉你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0403民初3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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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伟(曾用名：李双伟)：本院受理江现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3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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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合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乐豪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胜祖、朱树林、岳良宾、郝伟：本
院受理郭洪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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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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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弓志安、邯郸超安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计锋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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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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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王晓鹏、王海青、武飞龙：本院受理张庆彬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191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蔡明明：本院受理陈浩朋诉你与曹健康、腾冲明匠商贸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684号民事判决
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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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陆川：本院受理的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魏良琴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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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至开庭之日。本案于2021年7月15日上午09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 )川1322民408号 陈力：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力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30000
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1日起按照营山信农借(2018)000276-0023
号《农户小额信用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款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再扣减1.43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川1322民初214号 龚和春：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龚和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龚和春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
39800.3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39800.36元为基数，自2020年6
月21日起按照营山信农借(2016)001153-0096号《农户小额信用循环借
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彭昌华：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县支行与被告彭昌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322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4961.7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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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陶英：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陶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你立即偿还其贷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本
案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222号判决
书：被告陶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四川营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万元并支付下欠资金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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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王宏：本院受理原告陈建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去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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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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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定于2021
年7月19日9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新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刘凡：本院受理原告舒大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去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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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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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定于2021
年7月19日11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新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侯停：本院受理原告蒋彩群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去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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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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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定于2021
年7月19日10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新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熊远明：本院审理原告玉石塑粉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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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3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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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杰：本院审理原告玉石塑粉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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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0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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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红、陈勤珠：本院审理原告黄建中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7527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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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传龙：原告孙世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0)鲁1324民初4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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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陈忠田：原告张金海诉你与王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0)鲁1324民初52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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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山东建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临沂天信鼎钢结构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1324民
初40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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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董恩银、曹中英：原告李庆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0)鲁1324民初5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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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连杰：原告朱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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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宋广跃：原告常熟市梅李镇福牛酒业经营部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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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李昌兵：原告付士远诉你与第三人祁磊土地转包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虎：原告赵前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虎：原告赵大班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蒙、赵文胜：原告赵大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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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严书生、朱亚男：本院受理原告朱杰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75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刘亚倩：本院受理乔文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1283民初75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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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钱进：原告何永圣诉你拖欠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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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国本(江苏)物流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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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402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伯堂：本院受理薛德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7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耀萱：本院受理王小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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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国良：本院受理周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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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苏州邦顺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泰州市中井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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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梁龙：本院受理赵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金耀武：原告邱红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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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南城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孙树安：原告韩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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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枣阳市建亚矿业有限公司：原告王泽全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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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易培山：原告吕双喜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24民初198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
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游良家：原告王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1002民初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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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杰：原告李红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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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牌楼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宣铁军：原告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江发不锈钢型材店诉你、钱国
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
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浙江库瓦格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南湖投资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
612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贤良：原告马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02民初784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贺寿富：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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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佳川：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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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鑫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傅荣、王中伟、陈仁章：原告嘉兴市
鑫桥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
646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人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在本院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屠姗：原告嘉兴市东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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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施建民：原告曹毅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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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煜：原告周涛诉你、徐瑞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5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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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芬凯：原告袁潇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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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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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创磊服装有限公司、李沿歆、金岚：原告嘉兴市宏鑫仿丝棉厂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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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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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15号 申请人曾学胜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221股普通记名股票(票号：00020184；每股
面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
曾学胜；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16号 申请人冯佩甜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221股普通记名股票(票号：00020185；每股
面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
冯佩甜；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
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上海乾际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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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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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木曦：本院受理周雪琴、吴俭勇诉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章木曦、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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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章木曦：本院受理杨长孝、秦梅诉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章木曦、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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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章木曦：本院受理卓德冬、陈秋静诉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章木曦、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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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章木曦：本院受理胡燕、许伟良诉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章木曦、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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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章木曦：本院受理彭胜利诉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章
木曦、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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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唐东英：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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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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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永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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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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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崔军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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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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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宏哲、昆山万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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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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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朋、薛新建：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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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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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
(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嘉利盈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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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泉、王习敏：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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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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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
(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大栋、任翠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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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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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
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高珊：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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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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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姚玉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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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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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孟建国、徐立胜、徐群兰、昆山市孟氏豆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昆山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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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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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雪伟、闫向文：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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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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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裁法庭
(执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19)新4223民破3号之三 因新疆沙龙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已经完成重整计划规定的现金清偿、未受领偿债资金
提存等事项，执行工作已经满足重整计划确定的执行完毕标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裁定确认《新疆
沙龙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裁定终结新疆沙龙
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人民法院
(2019)新4223民破2号之三 因沙湾县盘龙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在管
理人的监督下，已经完成重整计划规定的现金清偿、未受领偿债
资金提存等事项，执行工作已经满足重整计划确定的执行完毕标
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
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裁定
确认《沙湾县盘龙油脂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裁定
终结沙湾县盘龙油脂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人民法院
(2019)新4223民破5号之一 本院根据沙湾县华瑞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申请于2019年12月2日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2月6
日指定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2021年4月19日，本院根
据债权人张亮的申请裁定沙湾县华瑞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重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人民法院
王国成：原告高泽明与被告王国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 )粤
0307民初8588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口
头订立的口罩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38800
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38800元为基数，按2020年
11月20日公布的LPR一年期利率3.85%计算，自2020年1月30日起暂
计至2020年12月17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利息1336.12元);3、判令由
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以上暂共计人民币40136 .1 2元)。本案
由审判员赵坤东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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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答辩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8月10日09时30分在横岗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21)粤0307民初8391号 陈运彪：原告深圳市全民广物流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运彪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8391号。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欠款人民币103620元;2、被
告支付因延迟支付欠款而产生利息人民币55954.8元(自2018年8月
2 7 日起按年息24% 计算至履行完毕 ，暂计至20 2 0 年1 1 月2 7 日为
55954 . 8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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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简易转普通、独任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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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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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14时30分在横岗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兹有湖北大江城市信用社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拟由湖北大江城市信用社清算组

清算后对其进行工商注销登记。2021年3月25日湖北大江城市信用社清算组将失联或其他原

因导致该清算组无法履行支付义务的存款、税款余额全部提存至本处。请湖北大江城市信用

社的存款人、债权人等持有效证件及相关存款证明或债权凭证向本处提出提款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4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款的权利，自提存

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本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355号新世界中心A栋2502-2503

  联系人：孙蓉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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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

2021年3月30日

提 存 公 告

２０21年4月27日

公 告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吉林市丰满区政府于2020年5月6日作出吉市
丰政房征【2020】1号《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为地块
一东至蓝旗街、西至项目征地界、南至项目征地界、北至松江南路；地块二东至规划街、西至
环山街、南至项目征地界、北至松江南路。
  该项目中有一处房产，坐落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大兰旗村一社，产权证编
号为J42-058102号。经大兰旗村委会证明该房屋产权人是魏殿富(身份证号：2202111943****
0916)，魏殿富及其配偶藏淑英(身份证号2202111946****092X)已相继去世，魏光辉(身份证
号：2202111970****0030)、魏玉敏(身份证号：2202111973****0925)、魏光强(身份证号：
2202111975****093X)为夫妻二人的子女，现只有魏玉敏与征收部门取得联系，魏光辉、魏光
强至今无法取得联系。
  为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公告告知如下：
  一、魏光辉、魏光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内，本人或书面委托他人携带有效证件
及财产继承权的公证书，到征收部门进行协商，逾期未取得联系，二人将按照下落不明
处理该房屋。
  二、如有其他人与被征收房屋有利害关系也请与征收部门取得联系。
  联系地址：吉林丰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324室
  联系电话：0432-64818821

吉林市丰满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通 知
钱生：自2021年2月18日你一直未到公司上
班，多次联系你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公
司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你负责的沧州飞豪
服装服饰等五个项目被迫停滞，限你自本
通知公告之日起7日内来公司报到，逾期
公司将依法对你做开除处理，不再另行通
知，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损失由你承担，公
司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

河北世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21年4月27日

永兴交警夜查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连日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按照“雷霆2021交通顽瘴

痼疾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在辖区开展夜查

整治行动。其间，该大队将警力下沉到路面

一线，成立6个执法小分队，在交通事故易

发多发点段强化勤务部署，对过往车辆进

行严格检查，集中整治酒驾、醉驾、超载、超

员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对餐饮

和娱乐场所周边道路的管控力度，将勤务

范围向城郊接合部和乡镇延伸。截至目前，

已查处酒驾11起、涉牌涉证43起，查获违法

“飙车”摩托车36辆。

曾清文  

惠州沙田镇组织学生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覆盖

面，近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禁毒

办组织沙田镇联和小学30余名少先队员代

表参观禁毒教育基地。活动中，工作人员结

合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学生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

律法规。同时，通过观看禁毒公益宣传片

《青春不是挥霍的筹码》进行有奖问答等方

式，调动同学们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此

次活动在提高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

能力的同时，营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为建

设平安校园、无毒校园奠定了基础。

冯翠玲  

江海法院启动“学生普法官”普法活动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人民法院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江门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80余名师生走进法院，

学习法律知识。当天，江海法院正式启动

“学生普法官”普法项目第一期活动。5月

初，江海法院还将通过“南方+”平台开展普

法视频比赛，启动“学生普法官”普法项目

第二期活动，同学们将化身普法官，通过微

视频向社会传递法律知识，届时将有2000余

名师生参加比赛。据江海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学生普法官”活动强化学生主体意

识，鼓励学生参与普法活动，收效明显。

黄妙姿  

揭阳消防开展消防安全“暖企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消防安全

管理，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近日，广东省揭阳市揭阳产业转移工业

园消防救援大队以“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为契机，开展消防安全“暖企行

动”。行动中，该大队组织辖区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开展“大队长讲消防”“企业消防安

全大家谈”等活动，并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截至目前，已开展“暖企行动”10场

次。下一步，该大队将继续加大企业消防安

全培训力度，全力防范和化解企业消防安

全风险，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杨波涛  

新沂市多措并举提升信访工作质效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新沂市坚持把

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聚焦重复信访治

理、信访积案化解、城建领域突出问题，强化

信访基层基础建设，狠抓信访矛盾化解攻坚，

突出信访工作责任落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今年年初，新沂市委召开两次常委会会议，

专题研究信访工作。市委书记、市长先后7次对信

访工作作出批示，明确将信访工作纳入全市综合

目标考核，市党政主要领导信访接待日为每月10

日、25日，其他党政领导轮流接访，重要敏感时期

全天候接访，市镇两级同步开展。同时，依托来访

接待中心，搭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调解工作室、

职能部门联合会办“三个平台”，实现前台“一站

式”受理、后台“一揽子”办理，完善“首办首问负

责”“联席会议协调”“领导约谈”等配套制度措

施，对信访事项跟踪到底，促进信访“事心双解”。

  此外，新沂市结合本地实际，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源头治理，打造信访

新生态，将红色信访代办员、网格员、调解员和

律师组织动员起来，开展“三员一律”进社区

（村）活动，下沉到网格一线，轮流在接待中心

“坐诊”。同时，针对不同矛盾纠纷，综合运用法

律、政策、行政等手段，通过教育、协商、听证、调

解、仲裁等多种方式，及时就地妥善调处，把问

题化解在当地。         张子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