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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现“线索清仓”

  “兰州公安‘十个强化’纵深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做法和经验被全国扫黑办、公

安部推广。”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玉

宏介绍说。

  3年来，兰州市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及

村霸124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3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26个、恶势力团伙59个、村霸

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11名，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1264起。

  兰州市及时总结固化工作经验，兰州公

安“十个强化”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做法被全国扫黑办、公安部推广，为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贡献了兰州智慧。

  兰州市根据涉黑涉恶案件办理实际

情况，适时采取异地用警、提级办理、挂牌

督办等措施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案件会

商，加强案件分析研判，统一办案思路。3

年来 ，全市共受理和核查涉黑涉恶线索

10339条，到期线索全部办结，实现“线索清

仓”。全市受理移送起诉案件107件997人，

审结102件952人，到期案件全部清结。兰州

市承办的“2·12”特大网络套路贷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被公安部评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黑恶势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推动了全

国打击新领域、新业态黑社会犯罪的法治

进程，实现了互联网黑社会犯罪定性审判

的突破。

  兰州市以线索核查和案件办理为牵

引，在“挖伞破网”和“打财断血”上下功

夫，努力实现线索核查和案件办理质效最

优化。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兰州市因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立案148件，

处理325人，移送司法机关45人，实现了“伞

网清除”；建立快速查控机制，累计查封、

扣押、冻结涉黑涉恶资产29 . 4 5亿元，实现

了“黑财清底”，有效斩断了黑恶势力滋生

的利益链条。

  此外，兰州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

入平安兰州建设目标考核 ，压实主体责

任，成立4个市级督查组，开展集中督导和

机动式、点对点督查，全面推进重点区县

整治提升，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力、

有序、有成效。同时，在甘肃省率先建立线

索核查中心和办案基地，覆盖全市8个区

县，形成了办案单位同步办案、一体推进

的工作格局。

  据统计，2020年，兰州市刑事案件、治

安案件发案率相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前的2017年分别下降20.1%、58 .2%，实现

了从打击遏制到深挖根治再到长效常治

的工作目标，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创造了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李双红 唐晓辉  

天水奋力书写扫黑除恶高分答卷

  2019年7月，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1·27”李祯

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该案是天水市办

理的首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打响了天

水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枪。

  3年来，天水市共打掉涉黑组织6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9个、恶势力犯罪团伙30

个、村霸15个，主要业务指标位居全省前

列。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前的2017年

相比，全市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21 .3%，命

案发案率下降5 0% ，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

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

毒）发案率下降14%，“两抢一盗”（抢劫、

抢夺、盗窃）案件发案率下降49 . 2 % ，治安

案件发案率下降39 . 3 % ，群众安全感持续

上升。

  “天水市刑事案件、8类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明显下降，公众

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打击犯罪质效明显上

升，基层政治生态、政风行风社风、营商环

境、干事创业活力明显好转，向党和人民交

上了一份优异答卷。”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牛永祯说。

  天水市各县区、各部门始终保持黑恶

必除、除恶务尽的高压态势，分阶段、分领

域完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推动专

项斗争形成一波又一波强大攻势。先后组

织开展“陇风202 0”“云剑202 0”等专项行

动；2 0 2 0 年，全市发生命案1 4起，全部破

获；发现受理治安案件10011起，同比下降

20.45%。

  3年来，天水市聚焦套路贷、暴力传销、

网络犯罪等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共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613起，冻结、拦截资金近3000

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99名。

  据牛永祯介绍，天水市始终坚持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

蝇”、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相

结合，完善涉黑涉恶腐败及涉“伞”涉“网”

线索双向移送、同步办案机制，组织开展涉

黑涉恶案件“打伞破网”过筛行动，对所有

涉黑涉恶案件逐案回溯核查、扩线深挖，依

法依纪严肃处理涉案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和社

会效果。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及“保护伞”问题99件，处理478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312人，组织处理166人，移送

司法机关10人。

  与此同时，坚持边打边治边建，严格落

实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责任，以整顿治理突

出问题、整改行业领域乱点乱象、完善制度

机制为突破口和着力点，进一步完善系统

行业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市

场准入、规范管理、动态监控等执法措施，

切实铲除顽瘴痼疾。

李双红 马玮  

庆阳创新举措打好扫黑除恶攻坚战

  2020年，甘肃省庆阳市部署开展“百日

攻坚行动”，对照“一降一升”目标（把群众

举报量降下来，把群众满意度升起来），打

了一场拼命冲锋的攻坚战、翻身仗，打出了

声威、打出了平安、打出了群众满意度。

  据庆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唐兆庆介

绍，庆阳市推行市县公安机关分管领导专

司扫黑除恶工作机制，按照线索必须深入

研判、核查结果必须严格把关、案件必须直

接侦办“三必须”要求，专人专办、专责专

管。同时，推行线索核查重新过筛机制，梳

理建立“三个必核”线索（被举报人有前科

且前期未查处到位的线索、全国及省级扫

黑办转办线索、多人多次反复举报线索）台

账，组织市级专家库成员重点抽查，由检察

机关进行“大阅卷”，重新筛选出32条有价值

的线索，实行市级直查直办、会商督办，推

动线索查透、案件查深。

  与此同时，推行“答复举报人、走访受

害人”机制，市级分3批对80条重复举报线索

集中交办，县（区）、部门同步推进，实现“答

复举报人、走访受害人”全覆盖，176条重复

举报线索当事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或

认可。

  此外，推行战果生成督战机制，对久攻

不下的案件实行提级办理、异地用警，对前

期办理的7起涉恶案件进行集中收网，对前6

个月“零战果”县（区）限期“破白”，由检察

机关对未查出“黑财”案件实施法律监督，

逐案落实“签字背书”制度。部署开展行业

领域专项整治“提升战”，对命案治理、道路

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电信网络诈骗、非法

放贷、暴力讨债和非法行医进行集中整治，

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3年来，庆阳市共打掉黑恶犯罪组织61

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3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17个、恶势力犯罪团伙41个、村霸47个；

抓获涉黑涉恶成员823名，破获刑事案件773

起，查处治安案件276起；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3.19亿元；以涉黑涉恶犯罪提起公诉

49件566人。在2019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

件发案率降至近5年最低水平的基础上，

2020年，全市刑事案发情况总体平稳，8类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3.36%，治

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19.58%，全市社会治

安形势持续向好。   李双红 刘志强

苏州相城高新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高新区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工作实效。

  相城高新区党工委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成立以党工委

书记为组长的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明

确“六专题一实践”重点任务（“六专题”即

专题学习、专题培训、专题党课、专题宣讲、

专题研究宣传阐释、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一实践”即“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稳步有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同时，利用党建展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全方位宣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创新自选动

作，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优势，开展“红船起

航·百年党史我来学”等“三红”主题活动，

激发党员爱党爱国热情。

  此外，相城高新区以“学深悟透，以学

促知，以知促行”为指导思想，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坚持边学习、边实践、边落实，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百姓，全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章梦燕

昆明两地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本报讯 云南省安宁市温泉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文创公园自建成以来，先后引入鲁

木纳龙狮艺术团等7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陆续开办龙狮艺术、太极拳、传统民乐、瑜

伽、书法等培训班，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

同时，建设云南省首个文创公园乡愁书院，设

立石刻艺术传承点、旗袍文化传承点、群众文

艺教习所，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助力

传统文化普及，为安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保护和传承贡献力量。

  近年来，昆明市盘龙区常态化开展互

动式亲子阅读和非遗文化进家庭公益实践

活动，将阅读经典小人书连环画系列绘本

与非遗手工活动相结合，通过开展造纸、民

间剪纸、面塑、结绳、缠花、风筝制作、土陶、

画脸谱等主题活动，探索新的阅读推广形

式。在展示草编、传拓、滇式风筝等丰富多

样的非遗文化技艺的同时，盘龙区将滇剧、

云南评书、昆明洞经音乐、昆明曲剧、昆明

扬琴说唱等节目呈现给广大市民，全力营

造辖区居民共同关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黎杉 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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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徐韬慧：本院受理张文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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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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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樊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苏国良：本院受理徐金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8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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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申请人徐菊平申请宣告陈吉林死亡一案，于2020年6月2日

在《法制日报》发出寻找陈吉林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本院

已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苏1283民特17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陈吉林死

亡。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伊犁恒辉陶瓷制造有限公司：原告安徽信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曹蒙：原告徐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0504民初5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曹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归还徐

平借款本金49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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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张小红、张子兵：原告彻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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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科技城法庭6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海存、陈海侠：原告嘉兴创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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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科技城法庭6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叶先峰：原告朱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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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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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志扬供应链有限公司：原告张健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

初396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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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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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任金波：原告汤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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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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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进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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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粤0606民特122号 申请人罗凤婵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申请要求

宣告冯锦洪死亡，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宣告期间

无人提出异议。本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0)粤0606民特122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冯锦洪死亡。特此公告。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浙江中科绿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怡黄木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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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蔡卫丽：本院受理张健与陈健、蔡卫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徐州欣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吴庆红：本院受理江苏盛鸿大业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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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红雨、王兴美：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0583民初3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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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鸣：本院受理昆山兴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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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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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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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忠英：本院受理昆山兴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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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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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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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惠琴：本院受理昆山兴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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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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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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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巴城镇瓦伦亚百货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胜达集

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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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巴城镇风逸茹日用品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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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玉山镇圣它达贸易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胜达集

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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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福明：本院受理徐少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6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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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金军：本院受理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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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禧迈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於宗林：本院受理冠亿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

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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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德皓科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彦斌：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卓智展

模具厂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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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勃森：本院受理常州盛犇机电有限公司湖塘分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1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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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王亚会：原告涿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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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杨元英：原告涿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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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官荣辉：原告涿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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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刘合磊：原告涿州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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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刊登的(2021)川0311民初650号原告李霞、廖旭诉

被告吕庭彬、黄小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开庭时间有误，应更正为“2021年6月

16日10时30分”。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江海燕、钟方：原告南充美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自贡分公司诉你们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877号]，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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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8月25日9时30分在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曾亮：原告重庆凯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787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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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8月27日9时30分在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曾崇胜：原告叶洪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886号]，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

8月31日9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刊登的(2021)川0311民初646号原告宋超诉被告邹小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开庭时间有误，应更正为“2021年6月18日14时40分”。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陈瑞祺：原告郭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876号]，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

2日9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曾洪武、罗楠：原告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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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8月26日9时30分在永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李来富：我院受理李鹏坤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有我院执行局

移送，对我院查封你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半岛城邦小区39号楼1单元4楼

403室房屋的房产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评估机构

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应到司法技术鉴定

室，选择鉴定评估机构，确定现场勘验日期。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评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6月24日10时-2021年6月25日10时止(拍卖标的，延时的

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

川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拍卖。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豫PDY207号雪

佛兰牌汽车一辆，一拍起拍价42240元，保证金6336元。二、竞买人条件：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三、拍卖竞价前请务必仔细

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四、联系人：闫法官，0394-8173029。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邓伟：原告邓永洪诉你、第三人黄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

946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9日9时30

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6月25日10时起至2021年6月26日10

时止 ( 延时的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 t t p ：/ /

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王某名下车

牌号为豫PNK07 2号奔驰汽车一辆，咨询联系人：尤法官，联系方式：

18539636162。详情请关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07月11日10时起至2021年07月1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杨某某名下

位于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七一路西段电厂家属院6层607号住宅房产，建筑

面积为126.89㎡。该房屋能否办理过户手续，竞买人在竞拍之前务必到当地

房屋管理部门咨询，否则一切责任自负。咨询联系人：尤法官，联系电话：

18539636162。详情请关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杰座建筑装饰工程(江苏)有限公司、胡小东：本院受理昆山市花桥镇立

陶曼陶瓷店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 )苏0583民初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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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国：本院受理毕正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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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英莲：本院受理张来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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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尤鑫茂：本院受理牟善国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新4202民初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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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袁泽贵：本院受理原告邓忠全与被告袁泽贵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本

案被告袁泽贵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等应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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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日2021年9月10日上午0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姜小平：本院受理(2021)川0726民初730号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川羌族自治县支行诉姜小平、李德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

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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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彬：本院审理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1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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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364号 李县：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浩辰建材经营部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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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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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6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小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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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号 邵平：本院受理原告田西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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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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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6日15时00分

在本院第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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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3号 何思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市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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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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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小一法庭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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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维宾、徐州龙保

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孙晨阳、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1)苏0381民初3277号。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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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十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陈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瑞方、徐州龙保

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孙晨阳、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1)苏0381民初3276号。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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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姜啟坤、戴军波、郭勤旺、胡晨、张志、卞磊、梁红伟、曲成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

佰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姜啟坤、戴军波、郭勤旺、胡晨、张志、卞磊、梁红伟、

曲成涛合同纠纷八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0391民初794、788、792、

804、885、892、936、946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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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本判决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院效力。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罗婷婷、何亮东、刘烽文、陈林贵、陈搌荣、扶瑞雪、王乐、黄锦彬、欧建

文、林天才、温才寿：原告成都律军风险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婷

婷、何亮东、刘烽文、陈林贵、陈搌荣、扶瑞雪、王乐、黄锦彬、欧建文、林

天才、温才寿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十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20 2 1 )粤

0391民初2386、2403、2409、2416、2431、2438、2453、2457、2463、2484、248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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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鑫隆金康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方钢：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被告鑫隆金康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方钢、第三人广东

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安徽新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粤0303民初44496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赔偿款合计3007828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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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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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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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洪涛：本院受理原告安康市聚力砼业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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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

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朱本华：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晓兵、朱小强申请宣告朱本

华死亡一案。申请人朱晓兵、朱小强称，下落不明人朱本华系朱晓兵、朱小强的

父亲，于2002年12月8日从家中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朱本华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朱本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本华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朱本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金富祥：本院受理原告顾卫华与被告金富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981民初535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被告金富祥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

顾卫华给付借款65万元及利息(以6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

受理费10300元，由被告金富祥负担。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不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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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蒋国林：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启平、姜小红与被执行人蒋国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时，申请人韩成业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本案

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127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主文如下：变更韩成业为本案[执行依据：本院(2007)东民二初字第

588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安市裕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5月24日

裁定受理南通龙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摇号产生，于2021年5月31日指定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为南通龙泰工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南通龙泰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月

15日止，向南通龙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156号鑫乾广场A座9楼，联系电话：0513-81181900，徐

海兵13962752149 )申报债权，并提交债权的相关证据。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南通龙泰工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南通龙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1年7月22日上午9时30

分在 海安市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特此公告。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郑小艳：本院受理张可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执行立案(2021)苏

0391执779号，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执

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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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摇号选择评估机构，逾期本院将依法随机选定鉴定机构，并对登记在

郑小艳名下坐落于徐州市鼓楼区苹果汇邻湾小区10号楼1-109、1--110室房

屋进行评估、拍卖。评估报告出具后，7日内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泽县吉昌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

心于2020年10月16日办理的出票人为震海实业(海安)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

义顺(河南)办公机具有限公司、金额为100000元、票号为31400051/32050582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6月3日

依法作出(2020)苏0621民催1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深泽县吉昌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九江熙舒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于2021年2月3日办

理的出人为海安县宏发特种化纤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冉丰贸易有限公

司、金额为100000元、票号为10200052/26954251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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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8月20日止的期限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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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李方挺：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方挺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91民初1734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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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金顺、高玉平：本院受理原告程建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为：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8.6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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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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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雷：本院受理的原告镇江市丹徒区强兴鞋材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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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1112民初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刘云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镇

江市丹徒区强兴鞋材经营部货款43700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892元，公告费700元，合

计1592元，由被告刘云雷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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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辉：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毅才与被告丁晓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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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1112

民初7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丁晓辉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毅才承揽价款50000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

减半收取为575元，公告费350元，合计925元，由被告丁晓辉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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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洪攀：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傅洪攀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苏0391民初385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一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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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报刊登于2021年5月17日原告徐云洁一案的公告，其中落款“江苏省

东台市人民法院”更正为“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本报刊登于2021年5月19日原告为徐州聚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一案的

公告，其中“中锋、王其龙：”更正为“宋中锋、王其龙：”，案号“(2020)苏0391民

初354号”更正为“(2020)苏0391民初3354号”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根据《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二章第

十三条“尸体移至殡仪馆需冷冻保存的，一

般不超过10日；因故需延长存放期的，不得超

过30日。特殊情况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可再

适当延长”之规定，现将徐如松等12具遗体经

我区公安部门出具死亡证明书后冷冻保存

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内，且未经殡葬管理

机构批准延长存放的遗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逝者信息

  ( 1 ) 、徐 如 松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23195010263816，遗体自2012年1月13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2 ) 、吴 菊 花 ，女 ，身 份 证 号 码

330824196409252720，遗体自2014年5月8日起

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3 ) 、向 琼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422727197208023018，遗体自2016年1月5日起

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4 ) 、蒋 茂 光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433029196608023810，遗体自2017年3月17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5 ) 、高 长 生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339011194610223298，遗体自2018年8月26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6 ) 、成 美 ，女 ，身 份 证 号 码

532128198210080402，遗体自2019年1月23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7 ) 、王 朝 友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510223196710044714，遗体自2019年4月17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 8 ) 、徐 振 山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230830196208170431，遗体自2020年8月30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9）、余冬英，女，遗体自2010年6月28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10）、无名，男，遗体自2018年10月5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11）、无名，女，遗体自2019年3月24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12）、无名，男，遗体自2019年10月31日

起保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二、办理要求

  请丧主或逝者所在单位于见报后30日

内至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办理逝者的遗体

火化手续。逾期不来处理的，我馆将根据

《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三十七条

第三款“尸体存放殡仪馆，丧主或死者所在

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来处理的，由殡仪馆

发出限期处理通知；逾期仍不来处理的，由

殡仪馆将遗体火化，其费用由丧主或死者

所在单位承担”之规定，对遗体进行火化处

理。逝者火化后骨灰保留1年，1年内仍无人

认领的，我馆将对骨灰进行生态安葬。

  三、联系方式

  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地址：杭州市富

阳区新桐乡程浦村长山弄。

  咨询电话：0571-63489153。

  特此公告。

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

2021年6月5日

杭州市富阳区殡仪馆关于对超期存放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的公告

傅圣恩(FU SHING YAN)户：提存申请人
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根据青
政发【2019】128号青田县人民政府文件、青
政发【2020】95号青田县人民政府文件，因
房屋征收应支付给你共计其他补偿款(包
括装修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和非建筑占
地超容土地补偿费)共计人民币伍拾壹万
柒仟零伍拾伍元(517055元)，现该款已于
二O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提交我处。
  望你户在接到本处通知后，由傅圣
恩(FU SHING YAN)持本人身份证件
到青田县公证处领取提存款。

浙江省青田县公证处
2021年6月9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２０21年6月9日

英德开展娱乐场所涉毒突击清查

  本报讯 广东省英德市禁毒办日前联合英

德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城南派出所、英城街道，

对辖区娱乐场所开展涉毒突击清查。行动中，工

作人员依托“智慧新禁毒”科技手段，对娱乐场

所内所有人员进行尿检和毛发检测，重点检查

场所内是否有贩毒、容留吸毒、聚众吸毒等违法

行为。同时，查看场所经营者是否在醒目位置张

贴禁毒标识，是否在大厅、过道、卫生间张贴禁

毒警示牌，是否建立场所巡查制度、管理台账

等。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60余人次，进行尿检、

毛发检测约300人。        马冬冬

惠州开展虎门销烟纪念日禁毒宣传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惠州市禁毒办联

合惠阳区禁毒办，在叶挺纪念馆开展虎门销烟

纪念日禁毒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以“学习党史、

缅怀先烈、弘扬虎门销烟精神”为主题，市禁毒

办、公安局、禁毒协会及区禁毒委、公安分局相

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各镇（街）分管领导及禁毒

志愿者等5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中，禁毒志愿

者朗诵《扬虎门销烟精神，建美丽幸福惠州》，

呼吁更多人加入禁毒志愿者队伍。下一步，惠

州市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抓实抓细禁毒

工作，全力打好禁毒攻坚战。    吴静

东莞东坑镇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禁毒

办联合镇卫生健康局、教育管理中心，在东坑中

心小学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情况及禁毒

教育园地建设情况。镇禁毒办相关领导结合毒

品犯罪典型案例，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

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同学们自觉抵制毒品诱

惑，提高禁毒意识。随后，禁毒社工与同学们进

行禁毒知识问答，提升学习效果。此次活动共有

300余名师生参加，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收效良好。   卢伟豪

中建路桥项目部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 中建路桥集团承建的宝鸡市虢

磻渭河大桥项目日前举行“安全生产月”活动启

动仪式。仪式上，项目部人员观看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片，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赛，表彰

上半年“行为安全之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目前，虢磻渭河大桥已进入箱梁混凝土浇筑关

键阶段，项目部充分考虑施工难度大、安全隐

患多、连续作业累等实际困难，逐一制定应对

策略。下一步，项目部将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压实责任

排查隐患，抓实整改确保安全。  王永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