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fzrbggb@163.com 编辑：张莹莹

昆明两地精准发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本报讯 云南省安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按照《安宁市营商环境义务监督员管理办法》

要求，聘请20名相关行业代表担任营商环境

监督员，对全市行政审批、政策落实、政务公

开、服务承诺、行政执法、基层窗口服务等情

况进行动态监督，及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解

决企业难题，定期梳理营商环境监督过程中

遇到的痛点和难点，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同

时，建立营商环境监督投诉举报回应制度，及

时答复企业诉求，拓宽意见反映渠道，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

  昆明市盘龙区鼓楼街道整合辖区19家金

融企业资源，成立党建联盟，坚持党建、经济、

服务“三位一体”，助推辖区经济快速发展。一

是通过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举办经验分享

会、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促进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有机融合。二是以强化服务为重点，积

极搭建街道、银行和企业信息沟通共享平台。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为社区疫苗接种提供

服务保障。四是依托“为民服务日”活动，开展

人民币防伪和假币识别等主题宣传活动，提升

基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黎杉 段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东省东营市创

新方式方法，坚持高位部署与领导包案带

动相结合、信访牵头与社会力量参与相结

合、专案专班推动与提级办理指导相结合、

政法部门攻坚与属地密切协同相结合、积

极向上争取与协调多方支持相结合、强化

督导调度与定期通报进展相结合、回访核

实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扎实开展治理重复

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并取得明显

成效。截至目前，中央联席办、省信访工作

领导小组交办的1213件重复信访事项已化

解1173件，化解率达96.7%。   杨学伟

东营集中治理重复信访化解积案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

消防救援大队举办第7期“关爱小候鸟”暑

期消防安全夏令营。24名留守儿童、特殊困

难学生、外籍人员子女与消防员开启为期7

天的消防知识探索之旅。其间，学员们与消

防员同吃住、同学习，近距离认识消防装

备，体验消防员生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庆元县于2007年成立留守儿童俱乐部，截至

目前，已结对帮扶6所学校和450余名留守儿

童。2017年以来，庆元县消防救援大队已举

办7期暑期消防安全夏令营，共有170余名留

守儿童参加。        吴秋琴

庆元举办暑期消防安全夏令营

  本报讯 为提高群众禁毒意识和法治

观念，广东省连州市近日在连州镇单马新

村开展禁毒反诈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

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

手册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

向群众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大家通过中国禁毒网等网站学习

更多禁毒知识。同时，结合电信网络诈骗典型

案例，播放反诈视频，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知识。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反诈宣传手册200

余份，营造了“全民禁毒、全民反诈”的浓厚氛

围，收效良好。         余冲

连州进乡镇开展禁毒反诈宣传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中

华街道在区禁毒办指导下，联合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市青少年宫、中华派出所等单位，开

展禁毒夏令营活动。此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

因，共建无毒家园”为主题，活动中，善德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禁毒社工带领孩子们学党

史、看红色电影、读禁毒书籍、进行互动游戏、

参观禁毒宣教中心。同时，结合毒品犯罪典型

案例和仿真毒品模型，详细讲解新型毒品的

种类和危害，引导同学们树立“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的健康生活理念，提高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和能力。        林吉强

厦门中华街道禁毒夏令营开营

  永福有限公司(下称“永福公司”)诉浙江荣军动漫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浙江荣军公
司”)、广州亿奇创绘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广州亿奇公司”)、夏孟律等商标权侵权纠
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后，现民事判决业已生效【一审案号：(2018)沪0115民初59315号；二审
案号：(2019)沪73民389号】。现我方声明如下：
  1、浙江荣军公司、广州亿奇公司擅自使用永福公司第882933 1号“水霧魔珠”，
G1055719号“AQUABEADS”注册商标，侵犯了永福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2、浙江荣军公司、广州亿奇公司已充分认识到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对以上行
为给永福公司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
  3、浙江荣军公司、广州亿奇公司承诺今后不再实施侵犯永福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
  特此声明！

浙江荣军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亿奇创绘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声 明

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冯建东、耿现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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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快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焦忠军、孙敬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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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甄秀茹、刘胜涛：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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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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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石磊、茹素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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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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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贾鹏飞、张艳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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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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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坡、郭素维：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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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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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高金霞、顾香翠：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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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赵永利、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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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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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平云超、耿雪灵：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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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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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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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红波、汪玉银、白少波：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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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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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京、罗险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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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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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帆帆、冯战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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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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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威、王欣茹、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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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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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环环、吕建考：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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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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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珍棉、杨英辉、石家庄游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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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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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伟佳、李旭霞：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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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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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军：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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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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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勇强、张施佳：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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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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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勇强、张施佳：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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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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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房、邹红蕊、康超：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支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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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6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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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卓卓：本院受理李玉田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冀0191民初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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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来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洪宾：本院受理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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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立广：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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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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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航：本院受理袁生禧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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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芝：本院受理李文志起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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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镶白旗龙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鸿福锦贵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方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票据款50万元。2、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支付自票据到期
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以50万为基数，从
2019年1月10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4.35%，共计3515.75元)。3、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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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浙0382民初4991号 张艳亲：本院受理原告胡俊锋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99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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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乐兵、方秀旭：本院审理原告胡金善诉被告胡乐兵、方秀旭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 浙0 3 8 2民初3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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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启月：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鑫东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王学兴、诸启月典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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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4号民事判决
书，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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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玉萍：本院受理原告黄元本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3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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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1 )浙0 1 0 8民初22 4 8号 上海执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乐
读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执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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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及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本案于2021年10月22日8时50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邓立祥：原告四川有为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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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683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邓立
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有为饲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6 ，
711 .00元；二、驳回原告四川有为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２０21年7月21日

国信联控集团有限公司(原国信联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信联控”)现就解除与何

贵宝签订之《股权代持协议》，终止双方股权代持关系事宜，公告如下：

  2020年6月18日，国信联控与北京国建联控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何

贵宝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1)何贵宝实缴出资申请注册成立公

司(即北京国建联控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何贵宝将其持有的北京国建联控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由国信联控代持，但何贵宝为北京国建联控科技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实质股东，股权代持的风险及责任均由何贵宝承担，国信联控只是代为

持有，不承担该股权项下的风险及责任。

  近期，因何贵宝违反《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国信联控已与其解除《股权代持协议》，双方

已终止股权代持关系。北京国建联控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国信联控不具有任何关系。

  特此公告！

国信联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公 告
黄艳萍：原告江秀波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
川068 3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秀波要求与被告
黄艳萍离婚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 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周兴成：原告刘月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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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海花：本院受理李永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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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南通佐菲时装有限公司：原告马鞍山亿富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南通佐菲时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付马鞍山亿富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22837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案
受理费2363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合计4033元，由南通佐菲时装有限公司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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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水、田晓秋：原告王青英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 1 )浙0402民初10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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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宗梅：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125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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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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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亚永：原告曹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 0 2 1 )浙04 0 2民初47 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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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涛：原告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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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02民初1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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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仁荣：原告陶建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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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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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昊：原告鲁小红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1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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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垒斌、陈伟：原告陈雪荣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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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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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江：原告施荣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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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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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平：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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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02民初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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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思浩、唐绍观、高平：原告汤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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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0 )浙0402民初5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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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七美：原告尹明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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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烨：原 告 郑 晗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 0 2 1 )浙0 4 0 2民初2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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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少令：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浙04 0 2民初27 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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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保军：原告周加云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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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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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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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世文、朱法娟：本院受理太仓市新舟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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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登文、罗维：本院受理吴教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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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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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杜宝玉：本院受理李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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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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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境之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久向设计装潢有限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1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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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美：本院受理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执行该局作出的太市监处字
(2 0 2 0 )高11 0号行政处罚决定，要求你缴纳罚款200 0元，并加处罚款200 0元，
共计4000元。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5行审8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周仁祥：本院受理曹丽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 0 2 1 )苏0 5 8 5民初14 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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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仓至精木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林德贵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 0 2 0 )苏05 8 5民初60 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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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利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舒乐制衣有限公司与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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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港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毛广杰：本院受理宋晓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 0 2 1 )苏0 5 8 5民初14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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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加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农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1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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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兵：本院受理朱丽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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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 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 3时3 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广州爱云手套有限公司、李涛、黄加源、方丽贤：本院受理苏州源洁庆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与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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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丁文彬：本院受理王爱明与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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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邱晶：本院受理王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
初2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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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栋：本院受理郑志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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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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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基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城厢镇丰墙涂料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1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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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音飞：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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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
时4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潘霞芬：本院受理蔡万桂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志杰：本院受理邱梅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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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蔡汝：本院受理陈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5民初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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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栋、陆二能：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公司诉太仓超大物
流有限公司及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太仓超大物流有限公司不
服本院(2021)苏0585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依法向你们公
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徐成：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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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3时4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苏州奥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辉辉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1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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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德盘：本院受理张茂权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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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溪法庭第二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霸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杨帆就(2020)苏0583民初16703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霸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宾科汽车紧固件(昆山)有限公司就(2020)苏0583民初
1670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亚俊：本院受理沈红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402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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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敏、郭秀娟：本院受理钱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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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乾励服饰有限公司、吴海洋：本院受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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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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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天容：本院受理朱文良与廖天容、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昆山市金都房
地产有限公司、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置业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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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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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亚娟：本院受理昆山市远华胶粘科技有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93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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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志勇：本院受理昆山鹏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935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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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盛扬电动自行车有限公司、常州协润精机有限公司、常州市通达化工有限公
司、周春妹、张文伟、周建春、谈静、贺洪亚：本院受理姚曙东诉你们及张文燕、
吴仁年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苏
0402民初792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元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佳瑞特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与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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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金屋屋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孙洒洒：本院受理江苏哥伦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
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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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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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谢玉保：本院受理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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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雷震：本院受理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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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
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於辉：本院受理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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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
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培闯：本院受理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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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杨强：本院受理中国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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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
局105)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培歌：本院受理王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0423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林培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帅清偿借
款本金2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2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 5%自
2021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驳回王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350元由林培歌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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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可闯：本院受理马廷富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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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711民初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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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王美英：本院受理侯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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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告当事人书、廉政监督卡、防
止干预司法第三个规定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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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陈伟伟：本院受理邱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402民初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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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新：本院受理李艳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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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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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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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国、昆山市康百瑞物资有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昆山支公司：本院受理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7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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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双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霸士电器(昆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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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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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市亨通物流有限公司、苏桂兴、屈付妹：本院受理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们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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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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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迎辉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全能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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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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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熊开富、昆山市圣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欢：本院受理石信富与你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上诉人石信富就(2020)苏0583民初1619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马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陶思怀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告当事人书、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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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王旭、张传俊：本院受理徐九斤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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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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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洪清：本院受理曹丽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402民初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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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华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尊铮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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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苏0402民初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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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慧君、鲁山县金海龙商厦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0423民初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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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焦作市神安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张善信、张之功：本院受理张殿魁诉你们返还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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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薛臣飞、张梅：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33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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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曹志海：本院受理苏州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6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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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日盛模具钢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亚弟、范丽琴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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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敏良、上海浦东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柴永民与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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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临沭县雪梅运输有限公司、张争来：本院受理上海圆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你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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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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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鸿盛机械设备(海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昶亨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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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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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国、常州麦粒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州百年网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
红梅、于明建、于天宁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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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兰陵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晓飞、刘攀超、王进晓：本院立案执行的陈红莉申
请执行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晓飞、刘攀超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2020)豫0423执恢281号执行裁定书：1.预查封被执行人刘攀超与案外人王进晓共
同购买的位于许昌市禹州市颖川路东侧恒达阳光城-阳光景园10幢1单元第4屋1-
401房的预售商品房一套，预告登记号：20080009863；2.查封期限为三年。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23执恢28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上海桦庆五金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宝树脂(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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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
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刊登的原告为“江苏戊森晨建设有限公司”的公告
中，受送达人应更正为“张洪林(曾用名张晋铭)、祁荣智”。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松昇：本院受理张洒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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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70000元及利息
(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
算至该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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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7日10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台州市旭创模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开具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30400051/23562263，票面金额20000元，出票人兴通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泽承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9年1月22日，到期
日2019年7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并依法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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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郭红远：本院受理平顶山市乾诚家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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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豫0423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郭红远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平顶山市乾诚家纺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3900元。
2.驳回平顶山市乾诚家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郭红
远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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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上海骁懿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金宣万石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11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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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李健：本院受理江苏江南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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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402民初1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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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华：本院受理常州富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2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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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艺术：本院受理利星行机械(合肥)有限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市久昌包装有限公司、李卡卡：本院受理昆山昆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加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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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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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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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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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才：本院受理原告陈兴才与被告韩太斌、江苏瑞举建设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47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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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胡茂应：本院受理原告胡茂应与被告韩太斌、江苏瑞举建设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4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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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杨明、蒋勇强：本院受理昆山市新弘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钟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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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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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欣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顺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承
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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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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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锋、周志良、陆美珍、周金龙：本院受理徐平诉你们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50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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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市牧钢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牧钢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全贸联电子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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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87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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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伟：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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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建琴：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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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乾：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0583民初195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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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林：本院受理常州哈特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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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王小林：本院受理常州市梁福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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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周熠：本院受理李青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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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牛连朋：本院受理新乡县新坤建筑材料租赁门市部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财产保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刘成银：本院受理穆晓云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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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卞强军：本院受理冯军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42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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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安徽康宏塑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艾维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7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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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建国、吴超汉、孙乐梅、吴超强、周小利、吴小美、项鹏程：本院受理昆山中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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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高峰：本院受理吴宏杰诉你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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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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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永明：本院受理吴银锋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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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石圭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佳之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
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程应胜：本院受理李松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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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23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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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李红霞：本院受理张宗强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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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令新：本院受理陈金友、陈秀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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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张新凤：本院受理孙彬与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张新凤所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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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3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石正：本院受理王新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423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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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周坡：本院受理王拴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423民初14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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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杜得荣：本院受理张靖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瓦屋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王林：本院受理夏万桂与昆山圣塔菲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王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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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林：本院受理孙成宏诉昆山圣塔菲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王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8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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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林：本院受理潘大法诉昆山圣塔菲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王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7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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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百创诗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施文明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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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波：本院受理陈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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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明登科：原告张前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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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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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登科：原告张清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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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10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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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亨华：原告江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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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审判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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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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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银：原告张丽芹诉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瑞安市罗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你、张罗滔、张策、张海勇撤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行
初263号案的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绵竹市九牛砖厂、方先红：本院受理刘书建申请追加方先红执行异议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21)川0683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张新斌：本院受理杨呈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新4202民初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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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黄景元：本院受理宋小芳诉你及刘晓云、王子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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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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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武亮：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杨海侠与被上诉人淮北市和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王武亮、孟影、杨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作为本案
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06民终352号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裁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长平：本院受理王海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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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李德国：本院受理刘成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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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国强：本院受理李贺诉你、郭庆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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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联成、张新征：本院受理张学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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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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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刘群：本院受理徐州顺久机车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刘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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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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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卜云杰、董艳秋、卜凡帆：本院受理蒋世丹、蒋爱红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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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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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现龙：本院受理高培刚诉你、徐州丰亚田果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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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现龙：本院受理高培刚诉你、魏建明、徐州全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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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成：本院受理刘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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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宝世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姜宏：本院受理江苏友迪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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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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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雷、刘晓红：本院受理胡永诉你们、王友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苏0321民初5110号。因原告胡永向本院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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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允亮：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保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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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宇宙：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诉你保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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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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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兴超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兴超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本院受理韩
建猛与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韩建猛就(2020)冀0924民初498号民
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王书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友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72号案的仲裁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
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常春：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友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73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
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
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高晟彬：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友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79号案的仲裁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
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军：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借款合同纠纷
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22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
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
心1204室、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朱凌翱：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33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
心1204室、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崔彩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0317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
1204室、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池国峰(身份证号：132 6 2 4 1 9****2 1 6 0 1 0 )、见瑞琴(身份证号：2327 2 3 1 9****
15904X)、刘高生(身份证号：15042919****302513)、池桂玲(身份证号：15042919*
* ** 1 7 2 5 2 X )、吕少东(身份证号：15 0 4 2 9 1 9 * *** 0 9 2 5 1 0 )、池秀丽(身份证号：
15042819****132041 )：本委受理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宁城支行与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单、
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及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届满后将依法组成仲裁庭，于2021年10月26日9
时整在本委开庭审理。2021年10月11日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和开庭通知书，
2021年11月3日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赤峰仲裁委员会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内蒙古自治区

万里大造林案件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委托，依法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境

内“万里大造林案”48326.6亩涉案林木、林地经

营权进行变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定于2021年8

月10日上午10：00时在包头市中级法院举办变

卖会(有意向参与竞买者请登陆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官网或联系索取变卖明细表)。

  公开变卖：

  位于兴安盟境内“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

地、林木共计39个标的：

  1、位于扎赉特旗涉案林地、林木22个

标的。

  2、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涉案林地、林木

17个标的。

  特别说明：

  1、林地面积以相关部门实测为准，林地、

林木状况以现状为准。竞买人交纳变卖预缴

款后，视为对变卖标的的瑕疵完全了解，变卖

人及委托人对拍卖标的的瑕疵不负担保

责任。

  2、租地合同到期后，由买受人自行与原

土地发包人协调林地续签手续。

  3、变卖成交后，买受人应依法自行办理

林权证或采伐证。

  4、变卖成交后，买受人不得随意改变土

地性质。

  5、变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展样，看样截

止日期至2021年8月9日下午16：00时。

  6、报名截止日期至2021年8月9日下午16：

00时。

  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

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才能取得变卖

参与资格；如果成交价等于变卖预缴款，则无

需另外支付余款；如果成交价高于变卖预缴

款，高出部分的变卖余款请在变卖结束后十

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单位名称：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黄河支行

  账号：05638 1010 4001 4645

  咨询电话：0472-5995716

          0472-5995702

          0472-5995729

2021年7月21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