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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

县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禁毒工作开展。

一是开展毒情排查行动，及时掌握吸毒人

员动态，更新吸毒人员信息。二是建立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帮教小组，配备社区民警、

社区干部进行帮教，最大限度降低吸毒人

员复吸率。三是对吸毒人员开展就业培训，

帮助就业创业，目前已安置就业12人。四是

对毒品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3年

来，共破获涉毒案件356起，侦破省督毒品目

标案件4起，缴获冰毒4.28千克，连续两年获

评全市禁毒工作先进县。

赵芬  

新田多措并举推进禁毒工作开展
  本报讯 为全面净化消防产品市场，近

日，广东省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消防救援大

队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该大队深入辖区

部分重点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和消防器材门

市，对随机抽取的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自

动喷淋喷头、水带水枪等消防产品进行检

查，核对检验报告、产品型式认可证书、产品

说明书和生产厂家。针对使用单位存在的灭

火器失效、未出示产品检测检验报告和合格

证等情况，工作人员依法下发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要求各单位限期拆除和停止使用不

合格消防产品。

陈瑜  

揭阳工业园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丰县建立“三联”机制规范信访秩序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丰县信访局充分

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建立健全“三联”工作

机制，进一步规范信访秩序，及时就地解决信

访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一是建立县干联镇机制，要求每位县级党政

干部联系镇（街道），实行首接负责制，负责跟踪督

办、包案处理，直至案结事了；每月至少1次到县人

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群众，每月至少1次到联系镇

（街道）走访调研；县信访局干部分别联系镇（街

道），深入村组，切实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二是建立镇干联村机制。要求各镇（街道）

每位科级领导联系1个行政村（居），在各镇(街

道)建立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月至少召开

1次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会商会办涉访问题；各

镇（街道）党政负责人每两周至少接访1次，党

政部门领导每月至少接访两次；镇（街道）信访

干部分别联系行政村（居），深入村组，做好群

众信访工作，努力把问解决在源头。

  三是建立村干联格机制。要求村“两委”（村支

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干部分别联系网格，走村

串户，定期开展排查调处工作；在各行政村设立信

访代办点和群众说事处，党员干部、网格员、人民

调解员、群众说事员均可担任村信访代办员，帮助

信访群众“跑腿跑路”；将村干部下沉到网格，第一

时间倾听群众呼声，提高信访事项处置时效。

张峰 封明秀  

昆明两地打造城市品牌赋能经济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中国共产党安宁市

第七次代表大会指出，未来5年，安宁市

将实施生态优先、工业立市、昆安融城、

共同富裕“四大战略”，努力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新突破。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力

争突破1200亿元，创建成为首批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新突

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

元。同时，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打造“安宁样板”，加快推进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西线经济走廊、滇

中最美绿城、中国西部县域高质量发展

标兵建设进程。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盘龙区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提出，今后5年，盘龙区将锚

定2035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目标，确保

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0%

以上，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加快构

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辐射西南、领跑

全省、彰显盘龙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同时，聚焦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

务业，打造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科技

服务3个百亿级产业，以及一批与区域

性国际中心城市核心城区相适应的高

品质楼宇。

张君阳 闻治云  

海南港航公安斩断毒品通道守好海岛北大门
  海口港是海南进出岛客运通道的主要关

卡，输送旅客车辆流量大，人员成分复杂，是

各类违法犯罪分子流窜和实施犯罪活动的中

转站。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立足港口口

岸特点，全力斩断毒品入琼通道，筑牢禁毒

防线。

  港航公安局局长林峰表示，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2020—2022年）开展以来，按照

中央、省委和省禁毒委部署要求，在省公安

厅领导下，港航公安局党委以严打、严整、严

堵、严收、严管、严教、严奖、严责“八严”工程

为抓手，深化毒品堵源截流机制，积极开展

“毒品大堵截”“毒品断梢”“冬季迅雷”等专

项行动，加大港口口岸查缉毒品工作力度，

严把港口运输通道关卡，为琼州海峡陆岛运

输构筑安全屏障，全力守好海岛北大门。

关口前移筑堡垒

  近年来，随着琼州海峡水上运输的快速

发展，水路客运通道贩运毒品犯罪活动问题

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广东、海南两省的社

会治安环境。

  为此，港航公安局充分发挥卡口把关的

区位优势，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工作

思路，以强化入琼水路关卡外围查控为抓

手，构筑堵截岛外毒品犯罪严密防线。

  2016年5月，海南、广东两省公安机关共

同签署《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勤查控工作协

议》，明确在广东海安港口建立省际公安检

查站联勤查控常态化机制。海南省委副书

记李军及省公安厅领导多次亲临实地进行

考察指导，并专题召开两省调研座谈会，就

完善省际公安检查站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为推进勤务机制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

织保障。

  根据省公安厅党委工作部署，港航公安

局负责联勤机制的勤务管理、指挥和队伍建

设等具体工作。该局成立临时党支部和工作

专班，进一步完善战时勤务指挥和工作规范

等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警缉毒业务技能培

训，不断提高民警查控技能，推进查控勤务

的科学、规范、高效运行。

  同时，根据勤务需要进行职责和任务分

工，实现对进港人员、小轿车、大货车查控的

全方位覆盖，坚决不漏过一个可疑人员和危

险隐患；组织查缉骨干民警担任教官，对海

南省派驻查控民警定期开展缉毒业务技能

培训，充分发挥“桥头堡、过滤器”作用。

履职尽责筑警魂

  全副武装穿梭于40摄氏度高温的船舱

中，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奋斗在缉毒一线

的民警不分昼夜，冒风雨、顶烈日、战高温、

斗酷暑，默默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港口

缉毒民警的真实写照。

  客运广场上，上百人同时通过，目光平均

停留在每位旅客身上的时间可能只有一秒，战

机稍纵即逝。现场查缉工作就是要从成千上万

擦肩而过的旅客中，准确查缉出混迹其中的毒

贩和不法分子，这不仅需要一身过硬的本领，

还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为此，港航公安

局探索贩毒分子犯罪规律和特点，总结出“望、

闻、问、切”等一套实用的查缉技战法。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符朝明是港

航公安局刑侦支队禁毒大队大队长。有一

次，他和缉毒民警在秀英港对抵港船舶的小

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司机神色异常慌

张，且汽车后备箱音箱有改装痕迹。丰富的

缉毒经验告诉符朝明，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民警撬开音箱后，发现了一包包用透明塑料

袋包装的疑似毒品。经检验，这些物品为冰

毒，重达5000余克，符朝明等人当场将驾驶

该车的男子抓获。

  “只要你把我放了，我立马给你15万元。”

为了保命，毒贩低声对符朝明说。“不要痴心

妄想！”符朝明厉声拒绝。在诱惑和威胁面

前，港口缉毒民警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凝心聚力筑平安

  2021年5月26日，在海口新海港进行毒

品公开查缉时，港航公安局缉毒民警将一

辆双泰28号客滚轮下船入岛的汽车拦下检

查，当场在车内缴获冰毒12.24克，并控制

住车上两名男子。

  据两名男子供述，二人与林某正准备前

往广东省徐闻县，向麦某购买毒品，再将毒品

带回海南进行零包贩卖。港航公安局立即成

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了解到林某在海口市振

东街一带活动，并成功实施抓捕。

  2021年5月29日，专案组与徐闻县公安

局协调，充分发挥跨区域协作机制作用，在

徐闻县前进路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麦某

抓获，并查获一批毒品冰毒可疑物、毒品麻

黄草可疑物和吸毒工具。至此，该跨省贩毒

案件的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捕归案，共

缴获毒品可疑物52.69克。

  禁毒“春季攻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港

航公安局组织专人加强情报收集，利用大数

据进行分析研判，前往广东广西等地

迅速开展行动。2021年1月至5月，共抓

获涉毒逃犯4人。

  港航公安局深入推进“严堵”工程，

不断深化堵源截流机制，以海口秀英港

和新海港为重点卡口进行公开查缉，加

大对入琼人员、车辆及物品的检查力

度。据统计，2021年1月1日至6月22日，该

局共检查入岛大货车6634辆、大客车

1135辆、小轿车18567辆，盘查人员307210

人；查获4宗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8人，缴获毒品海洛因0.15克；与广州市

公安局联动，抓获5名涉毒逃犯。

亚春明  

海南港航公安获毒品查缉比武两项荣誉
  本报讯 近日，海南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在“红蓝对抗”全国毒品查缉大比武中获

得临沧主战场蓝方队第一名和“红蓝对抗”毒品查缉技能大比武先进集体称号。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2020-2022年）开展以来，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组织下，港

航公安局派员参加在秀英港和新海港开展的以毒品查缉工作规范、毒品查控技能、毒

品查缉战术为主要内容的实地培训。港航公安局民警符朝明、高杰带领7名禁毒辅警赴

云南参加“红蓝对抗”全国毒品查缉大比武，并取得优异成绩。

亚春明  

海南琼海深入推进“八严”工程加强毒品治理
  琼 海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红 色 娘 子 军 故

乡、举世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所在地，被誉为海南省东海岸的明珠。当

前，琼海市加快建设海南东部中心城市，

争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排头兵。

  琼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市禁

毒委副主任马凯表示，202 0年以来，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 ，按 照 市 委 书 记 何 琼 妹、市 长 符 平 要

求，全市坚持“预防为主、以打开路、打防

结合、综合治理”禁毒工作思路，深入推

进严打、严整、严堵、严收、严管、严教、严

奖、严责“八严”工程，努力打赢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2020-2022年），护航海南

东部中心城市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牢记禁毒使命

  2 0 2 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 周年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之年，也

是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之年，做好禁毒工

作意义重大。

  近年来，琼海毒情形势依然严峻，禁

毒任务艰巨，禁毒工作面临很大压力，深

入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是守护琼

海一方净土的重要保障。琼海市委、市政

府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两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号召，严格

落实禁毒工作部署，推进全市动员、全民

参与、全域覆盖，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

  自首轮禁毒三年大会战（2016-2019

年）开展以来，琼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禁毒工作，将其列入党委政府工作重

要日程。市委、市政府带头履责做表率，

对全市禁毒工作进行部署。2 0 1 8 年7月，

琼 海 市 将 禁 毒 工 作 提 升 为“一 把 手”工

程，由市长符平担任禁毒委主任。

  同时，坚持从组织领导、机制保障、

基础工作、执法打击、宣传教育等方面入

手，抓好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坚持将禁毒

重点地区整治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平安创建和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范畴，确保研究部署到位、责

任落实到位。

  2 0 2 1 年5月，琼海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市禁毒委副主任刘坚在琼海市

禁毒工作推进会上指出：“要把禁毒工作

置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来统筹，纳入平

安建设全局来推进，奋力开创琼海禁毒

工作新局面。”

推进禁毒会战

  2 0 2 1 年6月，琼海市举行“护航自贸

港·禁毒在行动”暨庆祝建党1 0 0 周年活

动，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全民禁毒宣传

月”主题活动。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

琼海市以“八严”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

禁毒委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禁毒工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

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各

项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毒品治理 ，预防为先。琼海市持续

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各部门通过禁毒电

影巡回下乡、禁毒文艺汇演、禁毒宣传

进校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群众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坚决打好打

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厉行禁毒 ，以打开路。琼海市始终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方位全链条打击

毒品犯罪。首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

来，全市累计破获涉毒刑事案件42 3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 8 8 人 ，缴获各类毒品

3 7 1 8 . 5 5 克，收戒吸毒人员1 6 0 4 人；市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涉毒案件85 5起1 3 9 8

人，提起公诉涉毒案件1015起1396人；市

人民法院判决涉毒案件309起359人。

  近年来，琼海市深入推进“严管”工

程，扎实做好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同

时 ，积极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大收治、

“毒品大堵截”等专项行动，推进娱乐服

务场所和禁毒重点地区整治工作，确保

实现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目标。

争当禁毒标兵

  与2 0 1 5年相比，20 2 0年，琼海市破获

毒品案件数量由11 1起下降至22起，收戒

吸毒人员数量由1085人下降至31人；吸毒

人员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成功实现吸

毒 人 员“控 增 量、减 存 量、精 准 管、稳 复

吸”目标。

  全市“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

案件数量由201 5年的984起降至202 0年的

3 9 3起，未发生社会影响恶劣的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事件，群众安全感第三方评估结

果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2020年禁毒工

作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居全省第二。

  “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禁毒三年

大会战不仅有效遏制了全市毒情蔓延、

涉毒犯罪高发的态势，增强了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

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凯说。

  琼海市“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将琼

海打造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抓

好禁毒工作是关键所在。下一步，琼海

市将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

门协同、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禁毒工

作格局，奋力开创新时代禁毒工作新局

面，以优异成绩向建党百年献礼。

颜振科 冼才华  

琼黑两地警方合力斩断一条贩毒链条
  本报讯 经海南省琼海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两地警方紧密配合，历时逾1年，琼海

市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一个跨省贩毒犯罪团伙，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34人，缴获毒

品冰毒30.62克，斩断了一条纵跨南北的贩毒链条。

  该贩毒团伙以潘某为首，多次将毒品冰毒进行伪装，以寄递方式从牡丹江发到三

亚、琼海等地，再以此为中转地，为常居海南的下线提供毒品，并分销给各自联系的吸

毒人员。目前，潘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余涉案犯罪嫌疑人分别

被判处10个月至1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颜振科 冼才华

股东陈建明：本股东拟将所持有的温泉

顺凯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5406万元)转让给新疆鼎石禾弘

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5406万元。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温泉顺

凯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对你予以通知并征求同意。

  请你在接到本通知函之日起30日内

书面答复是否同意我司上述股权转让事

项，未答复视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如不

同意转让的，请依照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购买本股东拟转让之股权；不购买的，视

为同意本股东上述股权转让。

  特此来函通知，请予答复。

新疆西帕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温泉顺凯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通知函

郭慧姿：原告杨广勋与被告郭慧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 )冀0403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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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穆光：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穆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29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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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胡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凡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28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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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陈柳伊：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柳伊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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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丽、张风岩：原告石家庄亿纳元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丽、张风岩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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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红娟：原告赵雪生与被告张红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 )冀0403民初25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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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河北金禧荟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闫贝：原告杨晓龙与被告河北金禧荟母婴护理服
务有限公司、闫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
0403民初40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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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段运生：原告苗淑芳与被告段运生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冀0403民初45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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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成行：本院受理石家庄泊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2666.5元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5140.69元，共计7807.1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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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红：本院受理赫全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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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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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飞：本院受理赵媛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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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十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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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瑞歆、磁县三力煤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诉你们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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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迎和：本院受理汤迎国诉你与汤迎平、汤迎建继承纠纷一案，本案审理终结后，被告汤迎建
向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冀0403民初2468号民事
判决书、(2019)冀0403民初2468号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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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天津海普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盐城鑫旺软基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清海
港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海普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钟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925民初310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刘福进(男，汉族，1964年2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石帆街道竹屿村，公民身
份号码330323196402224352)：本院受理原告司育红与被告刘福进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4490号案件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涛：本院受理(2021)浙0382民初2628号原告乐清市海悦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涛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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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占祥牛(男，197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枞阳县浮山镇浮山村占湾组20号)：本院受理
原告董金涛、徐伟伟与被告占祥牛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382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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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606号 淄博上力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佳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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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
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048号 崔世文：本院受理原告赵仙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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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12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017号 崔世文：本院受理原告赵仙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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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
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015号 卢晓华：本院受理原告赵仙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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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
月12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199号 宁海伍腾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中波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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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2日上午09时00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鑫：本院受理秦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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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徐州昊翔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刚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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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正祥：本院受理张业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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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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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二东、宋诗红：本院受理(2021 )鲁1324民初4966号原告张金华与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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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0月
8日10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孟超：本院受理申请人张绍楷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王士海、孟超、兰陵县建华运输
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亦不报告财产，我院依法对你进行罚款，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1324执恢776
号罚款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2021)鲁1324执158号 山东侨华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焦雪枫、曹乐理、刘海军：本院受理
刘西民、王学玲与你四人、胡玉华、乔朋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已进入执行程序，现
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
你于送达期满后即时履行还款和报告财产等义务。逾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徐雪仙：本院受理刘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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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江苏桑瑞思新能源有限公司、常前进：本院受理王凤平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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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萍、李新祥：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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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苗、张海其、龙凤菊：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行诉你们和江苏泰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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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404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承德群鑫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原告马鞍山凯马汽车零部件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诉请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款项157045.61元及逾期付款所产生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等费用均由被告
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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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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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秋萍、高玉荣：原告朱素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材料副本(诉请判令朱秋萍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5.4万元整及利息，高玉
荣对24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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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陈荣树、孙仕琴：原告马豫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
料副本(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95181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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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钱军、江苏荣泰门业有限公司、吴宝明：原告张申夫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钱军支付原告工程款9.6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江苏荣
泰门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承担诉讼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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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洪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浙0402民初4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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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军：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
民初4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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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新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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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02民初4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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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英：原告袁绪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70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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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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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军：原告梁培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397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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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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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京佳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富华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70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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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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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文琪、嘉兴邦运物流有限公司：原告韩军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278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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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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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维顺、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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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
0402民初423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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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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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娟、高亚强：原告浙江凝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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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02民初210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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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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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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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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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银投资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原告董建材诉浙江米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王磊、第三人
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程序转换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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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孙芮、刘喜文：原告浙江百大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180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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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方凯军、浙江左中右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
分公司诉你们、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
0402民初3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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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伟荣：原告冯国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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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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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发清：原告吴建英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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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刊登的被告胡芹的公告中，“(2020)浙0402民初7304号
民事判决书”改成“(2020)浙0402民初7304号民事裁定书”。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韩兵：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
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景峰：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海根：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春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世涛、庞心仪：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孙国家、李雨婷：本院受理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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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9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孙国家、李雨婷：本院受理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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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9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严为玉：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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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叶斌：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
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谢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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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曲付兴：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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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夏雨：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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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在本
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金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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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
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何祥鲁、杨善荣、何永：本院受理江苏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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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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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
顺延)9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承毕：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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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
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邓允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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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
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毛秋萍、刘辉：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斯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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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在本
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许洪元、顾文英：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
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瞿加来、俞小梅：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
时30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芳铭：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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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建菊：原告贺永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281民初4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堡子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
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汤春孝、方家：原告自贡市沿滩区元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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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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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东浩：原告林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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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15日9时30分
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何德友：原告舒兰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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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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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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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小牛在线互联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告左铃铃、唐永洪与刘春燕、第三人你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960号﹞，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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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
达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14日15时在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陈建：原告宋春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990号﹞，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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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14日9时30分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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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运阳、陈南、温化冰、罗娟：原告自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982号】，现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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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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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施耐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叶理瓯、陈静：本院受理淮北博金工贸有限公司
与淮北盛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淮北市南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与你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作为本案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1)皖06民终
3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撤销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20 )皖
0604民初1050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令杰：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魏彦春与被上诉代礼莲、张振宇，原审第三人陈令
杰、魏猛、欧阳鑫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作为本案原审
第三人，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06民终3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俊文：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 )川1002民初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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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昌勇、刘跃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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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林：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1002民初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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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英：原告四川九华盛源医药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川1002民初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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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宏、邓丹：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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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永生：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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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其：原告罗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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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勇：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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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太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5月31日裁定受理太
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为
太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太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21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500号国贸大厦12楼；
联系人：李超、沙莎；联系电话：15862316312、18801518210)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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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太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
年9月14日14？时在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五楼大法庭(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半径南
路1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凯强电子有限公司、唐朝富、官章武、向俊杰：本院受理昆山雅森电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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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苏0583民初15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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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丁冬红、王小清：本院受理千浪涂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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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0 )苏05 8 3民初
16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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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瑞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卓阳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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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歉声明

义乌思野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司”)因管理不慎，未经授权在金融借贷APP产品
的名称中使用了“芝麻信用贷”、“芝麻分期贷”等与“芝麻信用”相同或近似的字样，
侵害了“芝麻信用”商标权利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字号权利人芝麻信用
管理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司声明，与上述商标权利人、字号权利人不存在任何合作、授权或关联关
系。我司承诺积极整改，将我司名下的所有涉及前述争议的APP产品永久下架。
同时针对我司的不当行为给商标权利人、字号权利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再次表
示诚挚歉意并承诺不再实施上述行为。特此声明

声明人：义乌思野广告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２０21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