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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韩增成：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彬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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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和村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866号 翟勇、梁勤勤：本
院受理原告南充美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分公司与被告翟勇、梁勤勤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杨贵兰、秧小生：本院受理原告陈学礼诉被告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4日下午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杨学荣：原告李林奎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921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袁德龙：本院受理原告李绍武诉被告你、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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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规定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李学志：本院受理原告刘尧琳诉被告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云南福森能源有限公司：原告云南鑫田市政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15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李凤美：本院受理原告张世孝诉被告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马永涛：本院受理原告周绍兵诉被告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勐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217号 顾伟：本院受理原
告姜东诉被告顾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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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328号 司海凤：本院受理原告
郑永邦诉被告司海凤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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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孙念：本院受理原告周世贵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0122民初5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
被告孙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
还原告周世贵借款本金4.75万元；二、驳回原
告周世贵其余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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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269号 曹彩平：本院受理
原告朱祥喜诉被告曹彩平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
民初1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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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212号 徐美林：本院受理
原告王健诉被告徐美林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
初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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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陈金龙、令狐玲：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仁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2322民初29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速裁组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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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699号 赵国华、赵辉：本
院受理原告张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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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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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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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号 江苏秦风汉韵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路客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与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
35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上诉须
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九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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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5479号 杨昊：本院受理原
告滕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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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54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以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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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5480号 陈美华：本院受理
原告王玉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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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54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以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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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117号 徐州天意生态茶饮有
限公司，张传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嘉禾农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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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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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0311民初7035号 刘长顺：本院受理原
告尹珊珊与被告刘长顺、夏萍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11民初7035号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第十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
缴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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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877号 李让新：本院受理
原告徐州财运通汇邻湾农贸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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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刘培宝：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得才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新2828民初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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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935号 熊春利(住四川省
叙永县摩尼镇黑尼村7组110号，身份证号码：
510524199201165485)：本院受理原告舒无极与
被告熊春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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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
币本金392800元及利息损失(从2020年6月28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4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21日下午14：
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中
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雷贤威、邱加富、赖高卓、徐丽春、林荣文、江思
海、郑钊、王铭华、吴晓荣、彭敏、吕钒、龚述材：
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雷
贤威【(2021)闽0206民初8811号】、被告邱加富

【(2021)闽0206民初8812号】、被告赖高卓【(2021)闽
0206民初8813号】、被告徐丽春【(2021)闽0206民初
8814号】、被告林荣文【(2021)闽0206民初8815号】、
被告江思海【(2021)闽0206民初8816号】、被告郑钊

【(2021)闽0206民初8818号】、被告王铭华【(2021)闽
0206民初8821号】、被告吴晓荣【(2021)闽0206民初
8822号】、被告彭敏【(2021)闽0206民初8823号】、被
告吕钒【(2021)闽0206民初8824号】、被告龚述材

【(2021)闽0206民初8825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
12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
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给靳某某的道歉信

靳某某：您好！我向您诚挚道歉！我情绪失控
将您的隐私曝光在微博上，破坏了您在同事
学生中的良好形象，社会评价感降低，也让
您有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我深表歉意！在此，
我也表态，不会再对您的工作生活带来干
扰，影响您的正常工作，如有违反，我愿承担
一切法律后果。特此声明

殷丽君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吕强：原告张皓月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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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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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张朝军：原告蒋传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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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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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王豫江：原告姚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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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
顺延)在第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陈成：原告庞新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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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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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方守旺：原告吴庆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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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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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陈静：原告李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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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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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高军：原告李玉兰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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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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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康辉：原告朱家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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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第3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姜少循：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印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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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杨宗林：本院受理南部县金星外廊页岩砖厂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21年6月23
日作出(2021)川1321民初148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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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赵翠荣：本院受理刘碧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于2021年6月21日作出(2021)川1321
民初1902号民事裁定，裁定按刘碧琼撤诉处
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米林胜、张玲玲、李国珍：本院受理四川南部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于2021年6月22日作出(2021)
川1321民初17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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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
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陆知明：原告糜强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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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汤艺：原告管敬慈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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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蚌埠市创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连、马乐
乐、张雅慧：原告姜泽生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4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崔海亭：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3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周玉元：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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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吴艳洪：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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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2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周亮，赵鸿玲：原告赵华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11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陈香敏：原告陈建辉诉你方遗嘱继承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302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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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潘加品：原告刘金玲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7670号民
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
日，定于2021年10月14日09时在本院东郊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泸越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渝
0107民初14566号原告重庆羽隆商贸有限公
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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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开庭传票及简转普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9：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九地坡区人民法院
蚌埠市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建勇诉被告五河新希望六和牧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孙高峰、蚌埠市
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1 )皖0322民初
2213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劳务分包款
588906.41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被告
蚌埠市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法送达，现向
蚌埠市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民事
诉状、举证通知、应诉通知、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第3日后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廖江：原告辜庆莎与你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渝0107民初
265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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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曾德明：本院受理邓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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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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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富荣：本院受理屈生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
初20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由被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5119元。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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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广东金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胡
鹏、杨秀华与你公司、云南骆力劳务有限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劳动争议案(西市劳人仲案〔2021〕
345、346号)。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定于2021年9月10日15时在本委仲
裁庭(地址：西昌市风情园路5号市人社局三楼
仲裁院)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依法缺席裁决。

西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承德安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德鑫圣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
称本委)受理申请人承德市双桥区承玉建筑器
材租赁站与被申请人承德安基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涛，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30802762081724G，地址：承德市双桥区西大
街路北118号上海大众维修站4楼)、承德鑫圣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2557654677D，地
址：承德双桥区西大街路北118号大众汽车修
理厂办公楼四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承仲字[2021]第42号《仲裁答辩
通知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仲裁风险责任告知书》、《仲裁
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为送达。被申请
人提交《仲裁答辩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及
相关手续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到本
委领取《开庭通知书》、《庭组通知书》，开庭
时间为2021年10月11日9时，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本会地址：河北省承德市行政中心东
楼725室，办公电话：0314-2050689。

承德仲裁委员会
海南深云酒吧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温国钜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1〕第224号裁
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
取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
服务中心10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
非终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另
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送达

王新社(公民身份号码：230182195804046211)：未取
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自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3月30日在北
京市昌平区阳坊镇阳坊村西顺街18号开办无名
诊所开展口腔科诊疗活动，违法所得人民币
88700元整。2011年12月19日曾因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受到过卫生行政部
门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对你作出：1.没收牙椅1台，
义齿基托聚合物1袋、齿科藻酸盐印模1袋、多层
色合成树脂牙10盒；2.没收违法所得88700元；3.处
违法所得16倍的罚款，罚款人民币1419200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京昌卫医罚〔2021〕020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公告
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或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
月内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司法鉴定机构撤销登记公告

  根据广东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决定书》(粤司鉴罚
决字〔2020〕25号)，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
所、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吕刚
已于2020年9月29日被依法撤销登记。特此公告。

深圳市司法局
2021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