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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兴文：本院受理丛志才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823民初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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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平泉市人民法院
黄冈市黄州盛鑫隆货物运输部：原告湖北阿深
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及被告程
海生、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
石市中心支公司、被告罗新兵等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湖北省大冶市
人民法院(2020)鄂0281民初290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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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帝波华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虞宏山与被告厦门市帝波华服装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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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广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许志省、王卫：本
院受理无锡市荣地生态景观发展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
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江苏金黄石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浙江泰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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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黄石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浙江宏远不锈钢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8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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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房天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华
杰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邓明英：本院受理刘元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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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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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永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袁顺荣：本院受理原告三都富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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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健锋：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曾尚远与原审被告
黎健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含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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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21年9月23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范启春、刘四莲、曾昭奎：原告长汀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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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证据)、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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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15点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湖北万顷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明安国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一直无人上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涉企
案件服务营商环境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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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赵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李宾诉你及温州永恒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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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时宝光、顾广晶：本院受理董文全与时宝光、顾
广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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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田成文、王春艳：本院受理于国丹与田成文、王
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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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吕
其堂：本院受理原告郑诗东与被告安徽蓝博
旺机械集团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吕其堂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2789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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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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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兴、王平、蔡金铎、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原告合肥市蓉鹏钢管扣件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彭美学：本院受理朱桂霞、张泽华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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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星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邹一田：本院受理张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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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经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星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段征洪：本院受理代全全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星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何伟：本院受理李元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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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经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星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李富：本院受理原告蒋艳、王姝雨与被告云南
科达药业有限公司、杜天明、王永红、李富、雷
远国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判决：一、被告云南科达药业有限公司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分别以每公斤220元、每公斤300
元收购原告蒋艳、王姝雨现存放于仓库的金铁
锁块根、种籽；二、你及杜天明、王永红、雷远国
对前项付款义务在被告云南科达药业有限公
司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云0423民初1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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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雷开桂：本院受理原告舒世成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
原、被告离婚，长女舒禹由被告抚养，二女舒兴
裕和三子舒兴广由原告抚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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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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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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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沈卫东：本院受
理合肥皖永木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122民
初1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
状，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更正 6月1日本报所刊本院发布的原告姚海受
诉安徽品冠互联网家装科技有限公司特许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的公告，内容有误。该公告中
的原告姚海受应更正为姚海鸥。特此更正。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2021)浙0203民催44号 申请人河南上继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27807、金额3万元、
出票人宁波权盛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道
禾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
出票日期2020年9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
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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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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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儒焱：本院受理原告尹卫民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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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保安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徐怡彩：本院受理曾取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1222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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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佟应发：本院受理原告华建文与被告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起诉要点：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药、
化肥款2059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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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本院受理官吉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判决：由被告赵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支付原告官吉祥青花款14，030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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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玉溪人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沈珠琴：本院受理原告蒋伟诉被告沈珠琴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5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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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高云祥、周振龙：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印诉两被
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两被告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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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5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区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张强：本院受理杨伟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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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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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奇：本院受理李敬诉你与刘馨蔚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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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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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劲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锡山区锡北
镇润龙摩配加工厂与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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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办案告知
书、“五个严禁”规定、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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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港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闫光辉、无锡劲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
锡川海机电有限公司与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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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廉洁办案告
知书、“五个严禁”规定、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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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港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闫光辉：本院受理无锡晶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与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洁办案告知书、“五个严禁”规定、证据材
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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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
港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江门市江海区三松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谢
洪伟：本院受理锡山区高彪车辆配件厂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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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节假日顺延)在安镇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礼涛：本院受理孙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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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00(节假日顺延)在安
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孙自淮与被告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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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届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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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安徽宇晨架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淮南新
天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宇晨架
业有限公司、圣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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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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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崔中卫：本院受理柏荣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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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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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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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英录：本院受理原告陈智文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皖1202民初1154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房金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武清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津
0114民初495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院杨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北京品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
月明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津0114民初140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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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付伟：本院受理原告时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20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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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勇：本院受理原告游建妹与被告王俊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81民初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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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黄毅：本院受理原告熊庆诉被告黄毅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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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凯：本院受理原告贵州鸿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诉被告钱凯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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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宇虹：原告周爱萍诉你、缪振箭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
知书。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侯劲松：本院受理原告姚倩倩与被告侯劲松、
牛珊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2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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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阳市格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阳
市颍州区同达水暖经营部与被告阜阳市格调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10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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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2021)苏0214民初2043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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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卢立泉、沈丽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诉你们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2021)苏0214民初2171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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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叶果、叶明就：本院受理腾冲市华为农资经营
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
连带给付责任，共同支付原告货款157200元；
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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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7日14：30分在猴桥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周顺风：本院受理腾冲市腾越镇恒伟五金机电
设备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本院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87350元；2、本案全部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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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定于2021年9月8日11：30分在猴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骆世斌：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猴
桥纸箱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本院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纸箱货款39235元；2、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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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8日11时
在猴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周顺风：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猴
桥纸箱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本院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纸箱欠款134109元，并支付自2020年
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偿本金为基
数按LPR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
公告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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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8日10：30分在猴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宇豪：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猴
桥纸箱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本院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纸箱、辅料等欠款12565元，并支付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偿本
金为基数按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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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8日10时在
猴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常江：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
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土地
合作款249630.00元及资金占用费38443.02元；
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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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7日11时在猴桥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常江：本院受理腾冲市猴桥镇华威农资经营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
的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货款224740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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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7日10时
在猴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邓明：本院受理雷跃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
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邓明立即支付
原告香蕉货款32747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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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2021年9月7日15时在猴桥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胡永明：本院受理朱宗雨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
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
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劳务费168502元；二、由被告胡永明承担
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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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9日10时在猴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如仲：本院受理肖敉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原被告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位于保山市隆阳区兰成
街道办事处隆阳路西段北侧和谐家园1幢3单元
302室[(2010)保山市不动产权第0000083号]商
品房归原告所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8：3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红涛：本院受理周锦云诉你生命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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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冷涛：本院受理马关柏宇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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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玉龙雪域飞鹰航空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玉溪市江川区政府与你司、玉溪云上
飞鹰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492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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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吴厚勤：本院受理陶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
8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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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海玲：本院受理张金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
1183民初8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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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德翠：本院受理俞立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
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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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胡剑：本院受理肖国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
1183民初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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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红林：本院受理戴克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1183民初1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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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杭飞：本院受理杭德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28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与杭德志2012年2月
11日签订的《赡养协议》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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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李小勇：本院受理李新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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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黄永辉、吴丽华：原告丘秉才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刘师：本院受理罗方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黔2324民
初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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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被告何广望、何贵江：本院受理郭永权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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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
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刘慧兴：本院受理王有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1015民
初1654号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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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廿里
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普云光：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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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