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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孩子给主播打赏了3000元？您可

以联系平台退款，民法典有规定，有法给咱

撑腰，这事儿，准成！”在民法典颁布一周年

之际，由开心麻花等剧团编排参演的北京市

首部民法典普法话剧正式面向公众演出。该

剧讲述社区居民运用民法典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纠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生动

俏皮的台词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笑声和热

烈鼓掌声。

  最近，北京的街头巷尾总能见到各种寓教

于乐的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切实抓好民法典学

习、宣传、贯彻和实施，在民法典颁布一周年前

夕，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

调小组决定，从5月开始，开展为期5个月的“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系列主题活动，大力宣传

民法典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5月19日下午，北京普法联盟主题宣传

暨民法典集中宣传月活动在丰台区青少年

剧场举行，正式拉开民法典宣传活动大幕。

北京普法联盟8支专业普法宣传服务团、45

支市属委办局普法宣传服务队以及16支区

级普法宣传服务队、74个政务新媒体等团队

和平台全部参与此次活动。活动通过开展

“法律十进”（法律进机关、进单位、进学校、

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家庭、进军营、

进商铺、进高墙）及“以案释法”普法宣传，

采取“十+百+千+N”工作模式（“十”即一个

民法典主题宣传月、一部大型民法典电视

节目、一个民法典宣传倡议、一次民法典主

题动漫微视频征集活动等十项具体活动；

“百”即在全市开展百场民法典主题宣讲；

“千”即在全市上千个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开

展民法典宣传；“N”即利用北京普法联盟开

展N场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将民法典宣

传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通过‘十+百+千+N’这一工作模式，我

们努力实现民法典学习宣传全社会共同参

与、共享成果，让宣传更接地气、更贴近群众

生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马燕说。

  房山区司法局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民法典

合同编分析、运用民法典维护民商权益、夫妻

共同债务规则等内容，积极打造“口袋里的民

法典”，方便群众实时按需查询。

  居住在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张

女士最近被美团外卖App中的民法典板块

所吸引。“点外卖时，我无意间发现，美团

外卖App设置了民法典板块，且大多是生

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如遇到消费纠纷

怎么办、物业服务不好如何维权等，还可

以互动答题。前段时间我办卡的理发店因

为老板换人，不愿接纳老会员，我从美团

外卖Ap p的民法典板块找到相关法律规

定，最终维权成功。”张女士说。

  张女士所说的美团App中的民法典板

块，是朝阳区司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的“电

商+普法”模式。该模式综合运用大数据、云

技术、小程序等技术，提高普法精准度和吸

引力。不仅如此，北京市司法局还将民法典

宣传推上“云端”，集中开展法治动漫微视频

征集展映、民法典系列知识竞答等活动，通

过学法游戏等多种方式，加大民法典宣传力

度，提升学习效果。

  在线下，民法典讲师团针对不同人群开

展丰富多彩的普法活动，同步拉开百场宣讲

大幕。其中，在机关单位，民法典被纳入领导

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和党委（党组）

理论中心组学习内容；在农村，通过开展“送

民法典进村（社区）”等活动，将民法典宣传

与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提

高基层干部群众运用民法典化解矛盾纠纷

的能力和水平；在学校，通过开展社团活动

和举办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模拟法庭等方

式，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

  几天前，北京市司法局与北京广播电视

台联合制作推出的大型民法典日播电视节

目《民法典通解通读》正式开播。节目中，法

学专家和法律工作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

层面，通过以案释法等详细解读和阐释民法

典，从多个角度展现民法典对人们生产生活

的影响。

  自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北京市结合实

际、拓宽渠道、注重实效，有序推进民法典宣

传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形式多样的

民法典主题培训、讲座、知识竞答等活动

3000余场，发放民法典单行本50万册，学习

人数超过5万人次。同时，以“北京普法”微信

公众号及各区各部门普法微信矩阵为载体，

广泛开展民法典知识竞答、案例解析等活

动，积极打造网络宣传热点。

  “今年是‘八五’普法启动实施的第一

年，北京市将民法典作为‘八五’普法工作

重要内容，将持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聚焦

延伸覆盖面和影响力、聚焦提升针对性和

实效性、聚焦挖掘新载体和新途径，努力让

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将民

法典宣传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

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苗林表示。

京司宣  

北京“十+百+千+N”掀起民法典宣传热潮

泗洪青阳街道“一社一特”+“网格服务”推进基层治理 中山税务“首违不罚”柔性执法彰显温度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某企业负

责人收到中山市税务局东升税务分局发出的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来到税务单位寻求

帮助。了解情况后，税务工作人员告知，企业

属于在本年度内首次逾期申报且危害后果轻

微，如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可免于行

政处罚。在税务工作人员帮助下，该企业顺利

完成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补申报。

  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务行政处

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包括纳税申报、票

证管理等10项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

项。同时明确，对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

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的，不予行政处罚。

  为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提高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的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中山市税

务局对一线执法人员开展“首违不罚”政策培

训。同时，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契机，利

用税企交流工作群等方式，向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宣传“首违不罚”政策。据统计，截至5月

底，中山市税务机关适用“首违不罚”处理税

收违法行为占比达61%。

  中山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违不

罚’体现柔性执法、以教代罚，传递税务部门执

法温度，切实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实事，有

效提升了执法效率，促进了税企互信合作。”

刘颖悦 姚欣  

  本报讯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近年来，江苏省宿迁

市泗洪县青阳街道积极探索“一社一特”（一

个社区、一个特色品牌）+“网格服务”基层治

理模式，凝心聚力推动社区治理多元化，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一社一特”

工作为抓手，立足辖区内各社区自身优势，按

照特色鲜明、区域领先、成效显著、居民满意

的要求，积极打造“活力老庄”“和美城南”“七

彩阳光”“智慧城中”“书香学府”等具有较强

示范、导向和推广作用的特色社区品牌，广泛

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营造全民参与创建和谐社区的

良好氛围。同时，着眼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

性化需求，培育和发展各类服务性、公益性、

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

务和公益事业，发挥其在创新社会治理、服务

保障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是组建社区网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

义务巡逻、志愿服务、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

意联络、治安群防群治等工作，为建立“信息

全掌握、管理无缝隙、服务无遗漏、责任全覆

盖、问题要解决”的精细化、动态化网格管理

机制奠定基础，努力实现情况掌握在基层、问

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在

基层。同时，提供“量体裁衣”居民点单、晾晒

网格员“清单式服务”，持续加强网格员队伍

建设，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

  三是积极培育以示范引领、组织协调、凝

聚合力、联系群众为主要功能的网格化、服务

型基层党组织，真正将社区服务管理的优势资

源“网在格中”，将居民大事小情“兜在网中”，

实现社区服务特色化。同时，积极探索“党建+

网格”运作模式，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做到党

组织和基础网格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和网

格长同步配备、党建工作与网格内事务同步推

进，推动党员谋在社区、干在社区、发挥作用在

社区，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活力；

选优配强网格员队伍，落实“一人一格”，实现

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汤同杰 韩倩

昆明两地提升政务服务智能化水平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安宁市营商环境

客服中心启动运营，智慧政务服务系统提供

的“智能刷脸办政务、智慧监督在线行”服务

同步在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上线，将AI人脸

识别技术、大数据分析与智慧政务相结合，持

续推进“5G+政务+可信身份认证”政务大数

据应用。同时，采用第三方测评、电话回访等

方式，对办理事项、窗口部门办件质量、营商

环境满意度等进行民意回访，从预约取号、业

务指引、业务办理到监督评价形成全流程闭

环管理，实现业务刷脸办、数据一屏览，切实

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和工作水平，努力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长寿路社区日前启

动居家智慧养老服务项目，依托移动智能

设备和互联网技术，全面排查评估辖区65

岁以上孤寡、独居、特需高龄老人健康状

况，形成基础信息数据库，及时向健康需求

者提供生活照料、家政、康复护理和精神慰

藉等精准数字化智能服务，实现健康需求

者与第三方健康管理者、服务机构之间的

有效链接，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

升为老年人服务质量。

黎杉 段茜  

  本报讯 日前，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公

安局社会化禁毒办、南县禁毒协会组织花

鼓戏业余爱好者成立禁毒花鼓戏艺术团，

在全县12个乡镇巡回演出。禁毒花鼓戏《逆

子归案》讲述某创业青年因交友不慎染上

毒瘾，导致倾家荡产，最终在父母劝说下自

首的故事；花鼓小调《悔恨歌》唱出吸毒者

悔恨心声；小品剧《我是南县禁毒宣传员》

号召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禁毒花鼓戏

艺术团目前已创作禁毒花鼓戏《送子戒毒》

《禁毒花鼓小调》《浪子回头》《禁毒吟》《消

魂花》《哭坟》等11个剧本。

谢业  

南县花鼓戏巡演助力禁毒宣传

  本报讯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

禁毒办联合县公安局缉毒大队、自然资源

局，在花马池镇柳杨堡村召开治理农村毒品

问题暨麻黄草管理专题会议。会议要求，一

要加大农村禁毒宣传力度，提高村民禁毒意

识。二要加大吸毒人员排查管控力度，遏制

毒品违法犯罪向农村地区蔓延。三要积极探

索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新模式，提高吸毒

人员戒断巩固率。四是成立麻黄草监管站，

开展麻黄草种、产、储、销专项检查，实现毒

品原植物“零种植”、制毒物品“零流失”、制

毒案件“零发生”目标。

李天成  

盐池加强农村地区毒品问题治理

  本报讯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公

安局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寻找无户口人

员落户突破口，努力解决群众疑难户口

问题。一是建立无户口人员日常发现、

主动求助、调查处置、程序审批、情况反

馈工作机制，做到底数清。二是建立无

户口人员台账，做好摸排、调查、比对、

审核、入户、倒查工作。三是建立“存疑

人员”台账，与综治、民政等部门商议是

否将其转为居民户口。四是落实首问办

结制，做到发现一例、解决一例。截至目

前，已摸排无户口人员154人，解决无户

口人员落户诉求4 5 条 ，为9名“存疑人

员”办理身份证。

黄昌斌  

邻水公安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

  本报讯 安徽省肥西县官亭镇采取多

项措施，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一是建立

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整合综治、信访、

司法行政等部门资源，形成集“访、调、治、

保”于一体的工作格局。二是以全镇31个村

（社区）综治工作室、信访工作站、司法行政

工作室为支点，织牢基层维稳防控网。三是

以“法律明白人”和“法治带头人”为主体，

采取“帮、带、引、促”等措施，加大法治乡村

建设力度。四是以法治文化广场为平台，将

法治元素融入乡村建设，编演传统庐剧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作品。

卫修竹 杨渴望  

肥西官亭镇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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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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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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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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660号 李天鑫：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与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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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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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号 王岚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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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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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591号 屈玉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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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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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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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11民初2935号 吴金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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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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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王炜：原告徐明俊、赵子江、方汉斗、张华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四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87/88/89/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王城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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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胡诗华：本院受理杨天平、董高举诉你和刘晓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鄂
0683民初338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起诉
状副本、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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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李玉芳：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诉你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该公司申请于2021年6月16日作出
(2021)鄂0683民初7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李玉芳银行存款44532.32
元。冻结期限为一年)。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
内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执行。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徐乐涵：原告四川自然贰拾捌度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诚信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袁毓敏：原告谊度(深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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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1025民初2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袁毓
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代偿
本金8333.3元及代偿款资金占用利息(代偿款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为：从
2018年11月18日起，以8333.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8333.3元为基数，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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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付清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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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袁毓敏：原告谊度(深圳)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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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1025民初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袁毓
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代偿
本金4166.7元及代偿款资金占用利息(代偿款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为：从
2018年11月18日起，以4166.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以4166.7元为基数，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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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付清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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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刘平：本院受理刘培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293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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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费长银：本院受理陈处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319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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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李自亚：本院受理陈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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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红：本院受理周拥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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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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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佑霞：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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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5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曾静：原告周文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虹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泗阳县信皇纺织有限公司：原告泰兴市兴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
刘大伟、第三人沭阳友亮丝绸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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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虹桥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罗淑花：本院受理郑碧云诉吴永忠、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吴永忠对本院作
出的(2020)闽0481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永安
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481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原审原告)郑碧云的诉讼请求；二、判决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刊登的原告肖雅丹的公告中，“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改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曹晓刚：原告吴凤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402民初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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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鸿飞：原告吴永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3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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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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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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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雪元：原告包志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3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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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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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道多：原告闫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402民初29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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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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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会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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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
初55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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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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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温从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7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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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见中、徐向丽：原告嘉兴创羿汽车销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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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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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帅：原告孙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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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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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业飞：原告刘成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2239号，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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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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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南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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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学：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
0402民初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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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陈千红申请宣告王海荣失踪一案，经查王海荣，男，1959年12月29日
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5912290631，汉族，籍贯浙江嘉兴市，原嘉兴电
气控制设备厂员工，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清河苑3幢301室，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海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海荣失踪。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大过：原告张梅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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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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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四改、赵鑫、天宁区青龙张四改房产中介经营部：原告嘉兴凡翔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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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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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马永明、马连喜、沈鏖英：原告於海山诉你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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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长
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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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伟：原告顾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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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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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创松、朱楚华、陈晓雄：原告嘉兴市小微企业信保基金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陈烈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0402民初6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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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园、吴新展：原告嘉兴水果市场顺发果品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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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华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李建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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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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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亮：原告鲍先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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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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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世鹏、戴美义：原告姜金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5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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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永甫、吴珍花、牟忠元：原告王衍生、祝剑林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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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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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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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新禹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俞凤伟：原告曹福上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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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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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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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康：原告吴佳斌诉你、郭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7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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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新军：原告嘉兴新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5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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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粤0606民催23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空白
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40443059432326至3140443059432350；出票人：佛
山市顺德区金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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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4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
司容桂鹿茵豪园分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空白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 4 0 4 4 3 0 5 9 4 3 2 3 0 1 至
3140443059432325；出票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容
桂鹿茵豪园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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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
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5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
司顺德容桂上佳市分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容桂支行空白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40443059432226至3140443059432250；出票
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顺德容桂上佳市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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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6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
司大良分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
支行空白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40443059432201至3140443059432225；
出票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大良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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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7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空白
支票总共23张(票号：3140443059432178至3140443059432200；出票人：佛
山市顺德区金和财税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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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8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
司杏坛分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
支行空白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40443059432251至3140443059432275；出票
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杏坛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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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9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中山
南头分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支行空
白支票总共25张(票号：3140443059432276至3140443059432300；出票人：
佛山市顺德区金信诺财务会计有限公司中山南头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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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胡汝云：本院受理苏州雅鹿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8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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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潘霞芬：本院受理杨琴诉你、太仓市科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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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宋永明：本院受理杨友柱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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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证据、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沙溪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周泽瑞：本院受理费舒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闵友松：本院受理余向宁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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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闵友松：本院受理梅胜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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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华晟泓业服饰有限公司、于志锋：本院受理太仓旭成纺织有限
公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585民初94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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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辽宁矽钛照临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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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蔡洪广：本院受理江苏力好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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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苗、陈美军：本院受理江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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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光：本院受理魏水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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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1年6月9日刊登的原告为“昆山市周市镇卓智展模具厂”
的公告中，被告“常州德皓科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彦斌”应更正为

“常熟德皓科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彦斌”。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凤明、周平：本院受理王培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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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583民初3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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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美宝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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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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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焱彬：本院受理游丹、南京开特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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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东：本院受理赵影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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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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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帅博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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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于乐乐：本院受理常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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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新乡市天宇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伟仁、任静诉你方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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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周春乐：本院受理刁在春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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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成都保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云恒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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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
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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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刘洪：本院受理徐启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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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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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姚善军、王国俊、穆颖：本院受理苏州百拓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苏0583民初18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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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大明：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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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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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莉：本院受理高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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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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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尤武军、朱永明：本院受理刘长贵诉你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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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喻安华：本院受理文兴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1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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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王秋石、上海豫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华敏储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熊贵伦
诉你们、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浦东张江营销服务
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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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高庆亮：本院受理钱四林诉高庆发及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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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海口宝丽莱家具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符厚华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536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
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河涧堂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谢全峰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577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
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鲁洋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郭丽安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614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
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
2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粤湘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王振通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755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
联系电话：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高关坡、刘金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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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周磊磊、丰县金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
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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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丰县虹达运输有限公司、谢二梅、高红伟：本院受理冯明义诉你们、第
三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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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杨丰华、王小井：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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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范一峰、温光明：本院受理杨帅诉你们、徐州市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杨帅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洪杰：本院受理谢明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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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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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李浩：本院受理陈义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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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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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邢道坤、邢厚元：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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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海新：本院受理原告张立龙诉你与被告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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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通知书及其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昝立东：本院受理原告甘南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与李柏文、甘
南县雷子自助洗车行、第三人曹力供用水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其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河北朗辰嘉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开发区科智风险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河北朗辰嘉业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30 0万元、借期内利息515 2 5 . 0 7元、借期内罚息、逾期罚息，
合计3225925 . 0 7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在上述欠款范围内原告有权
对冀(2016 )石家庄市不动产证明第0068656号不动产登记证项下的被
告石家庄龙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桥西区中山东路275号、
面积为56 6 . 8 8平方米的抵押房产及土地以变卖、拍卖或折价的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被告承担)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河北基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万信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服务费8800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以8800元为基数
按照LPR利率计算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举证及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明星、黄雁民、邯郸市新前瞻物资有限公司、张箭、河北久安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四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郭俊巍：本院受理任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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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长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茂林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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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巍：本院受理秦献君诉你及邯郸市荣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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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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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２０21年6月22日

  2021年1月20日10时许，在北京市延庆

区张山营镇辉煌国际度假村西侧田地内

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无任何证件。现将基

本情况通报如下：死者为男性，约30岁，体

态中等，全身赤裸，身高约178厘米，黑色短

发，右脚穿有一44号灰色旅游鞋，尸体周

边有被烧毁黑色羽绒马甲，蓝色帽衫，绿

色卫衣，盒尺，灰铲子。望死者家属或有知

情者速与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治安支

队联系。联系电话：010-81198123。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本报讯 安徽省泗县屏山镇建立信访

网格员、代理员“两员”机制，及时有效化解

矛盾纠纷，全镇15个村全部获评2020年度县

级“信访维稳红旗村”。一是以村民小组长

为主体，建立信访网格员队伍；以村“两委”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村

法律顾问等为主体，建立信访代理员队伍。

二是明确信访“两员”工作职责，定期开展

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量。三是邀

请群众代表参加各村社会综合治理例会，

设立信访“两员”解决矛盾专区，及时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一线。

许永军 程喜  

泗县屏山镇信访“两员”机制成效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