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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张家港市冶金工

业园（锦丰镇）坚持以法治促发展、保稳定，扎

实推进依法治镇工作，群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

念普遍增强。锦丰镇连续多年在全市法治建设

绩效考核中名列前茅，并于今年被苏州市委、

市政府授予“法治苏州”先进集体称号。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园党

工委、镇党委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严格落

实法治建设情况报告、法治政府建设重大问题

专题研究制度。同时，建立完善以司法所、法制

科为主干的专职机构和工作队伍，落实党委政

府法律顾问制度和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园（镇）党（工）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落实领导干部述法考

评制度和中层干部任前法律法规知识学习考

试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党员培训必训内容。

  三是制定《冶金工业园（锦丰镇）重大行

政决策管理制度》《冶金工业园（锦丰镇）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定期开展行政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规范性文件制发和后评

估工作均按规定向市政府进行备案，推进依

法行政驶入“快车道”。

  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2020年以来，

共举办“法治文化月”启动仪式、法治文化主

题园启用仪式等各类宪法宣传活动80余场。

同时，启动（社区）法治宣传“三微”工程（“微

广场”“微项目”“微案例”），将村（社区）法治

文化微广场建设列入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法

治宣传进网格活动，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创建，创建省级示范村（社区）16个。

  近年来，锦丰镇积极打造覆盖全业务、全

时空、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服务网络，高标准建

设镇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证、心理咨询业

务均为全市首家乡镇联络点，月均接待来访

群众1000余人次，疫情期间提供线上公共法

律服务273人次。同时，设立涉企矛盾纠纷调

解委员会、“老陈”“老张”个人调解室，启动

“睦邻能手”培养计划，成立园（镇）非诉讼纠

纷化解专家库，年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100

余件，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黄慧娟

张家港锦丰镇奏响法治建设“最强音”
  本报讯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

中心发布2021年赛迪百强县榜单，安宁市排

名第86位，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百强县

（市）。近年来，安宁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突

破千亿元，产业涵盖石化、钢铁、磷化、新材

料、装备制造等10余个门类。主城建成宁湖公

园绿色慢行系统、螳螂川滨河绿道等一批生

态绿色廊道，荣获云南省首批“美丽县城”称

号。同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6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62家。未来5年，安宁市将着力提升城

市竞争力，争当西部县域高质量发展标兵。

  云南省县域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

前公布全省129个县（市、区）2020年度县域经

济运行情况，昆明市盘龙区地区生产总值排

名第3位。今年以来，盘龙区通过完善核心城

区功能、打造楼宇经济领军品牌、推进文旅康

养融合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现代服

务业扩容提质、重塑城市空间、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落实

就业优先政策、狠抓项目扩大投资、推进健康

盘龙建设等多项举措，加快推进区域性国际

中心城市核心城区建设。  曹霞 段茜

昆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连日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切实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工作，全力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一是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畅通信息报送

渠道，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二是

要求各大队所有民警和辅警停止休假，进

行全员核酸检测，阻断传染链，遏制疫情蔓

延。三是安排警力在两湖农贸市场检测点

进行24小时值守，保障道路通行平稳有序。

四是在文旅区与沙洋县交界处设置两处卡

点，按照“逢车必查、逢人必检”原则，核查

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信息。

邓星  

荆州交警多措并举防疫保畅两不误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

民检察院在禾云镇西社村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检察院一行与村委会干部进行座谈交

流，了解西社村法治宣传工作开展情况。同

时，向村委会干部宣传民法典、禁毒法等法

律法规，介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和

公益诉讼工作，听取大家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座谈会后，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村

民家中，向大家发放法治宣传手册，引导村

民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辖区群众的法治观

念，为构建平安清新奠定了群众基础。

郑韵飘  

清远清新检察院法治宣传进村入户

  本报讯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禁毒办

近日以各镇（街）卫生院接种新冠疫苗为契

机，联合各镇（街）禁毒办、派出所及相关部

门志愿者，开展“防疫+禁毒+反诈”宣传活

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分成3组，在登记区、

接种区、留观区维护现场秩序，向前来接种

疫苗的群众发放禁毒反诈宣传手册和疫情

防控宣传单，详细讲解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常识，提醒群众做好

疫情防控措施，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此次活

动为构建“全民防疫、全民禁毒、全民反诈”

格局奠定了群众基础，收效良好。

廖超文  

龙门开展“防疫+禁毒+反诈”宣传

  本报讯 为提高辖区群众禁毒意识，

营造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的

浓厚氛围，推动无毒村居创建，广东省河源

市东源县禁毒办、禁毒协会近日联合康禾

镇政府与河源市亮点志愿者服务中心，组

织民警和禁毒专干，在曲龙村开展以“防范

新型毒品危害”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活

动中，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点、发放禁毒

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群众认清毒品危害，

自觉抵制毒品诱惑，提高识毒、防毒、拒毒

意识和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手

册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

彭慧珊  

东源县曲龙村全力创建无毒村居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禁毒

办近日组织馨园禁毒社工，在小林村居家养

老服务站开展以“拒毒我能行，粤虎伴我行”

为主题的毒品预防教育宣传活动。活动中，

禁毒社工结合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和仿真毒

品模型，通过设置禁毒宣传展板、播放禁毒

短视频、情景剧表演等方式，向同学们详细

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大家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使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营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收效良好。

林紫珊  

珠海小林村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本报讯 为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进

一步加深群众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提高

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广东省

深圳市龙岗区禁毒办近日在吉华街道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社工结合当

前毒情形势和毒品犯罪典型案例，通过展

示仿真毒品模型、设置禁毒宣传展板、发放

禁毒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禁毒知

识，讲解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带领市

民参观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禁毒教育展

览室，引导大家关注“中国禁毒”“广东禁

毒”微信公众号，学习了解更多禁毒知识。

罗吉祥  

深圳吉华街道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2021年4月6日至5月6日，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
昆明督察，通报了“云南昆明晋宁长腰山过度开发严重影响滇池
生态系统完整性”典型案例。对照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指出的问题及省、市党委政府现场督办立行立改提出的整改要
求，晋宁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中
共昆明市晋宁区委办公室、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晋宁区长腰山滇池二级保护区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组方
案>的通知》(区委办〔2021〕222号)，全力推进长腰山滇池二级保
护区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其中：湖景林苑B区二期47栋144套
建筑2021年5月11日全部完成整改，并于2021年6月4日完成植树绿
化；湖景林苑B区一期(望海居)36栋(套)建筑2021年6月8日全部完
成整改，该区域完成商品房购销合同网备注销11套，完成不动产
权证注销7套；湖景林苑A区一期(观澜岛、白鹭洲)和湖景林苑B区
一期(林语曦)共131栋(362套)平稳有序完成整改，完成商品房购销
合同网备注销310套；完成不动产权证注销275套。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晋宁区长腰山滇池二级保护区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组
2021年8月11日

一、已收回注销商品房购销合同备案号(321套)：

JN2020031100405 JN2019070102291 JN2018090302448 JN2020090504297
JN2019122708409 JN2019110706880 JN2019070302347 JN2020032800557
JN2021040402414 JN2021031801830 JN2020092904948 JN2018082302342
JN2018091902624 JN2020072703027 JN2018101503011 JN2018101302983
JN2018081702287 JN2018082702358 JN2019052501644 JN2019012500225
JN2018083102442 JN2018083102443 JN2018112803641 JN2018082302343
JN2018072702110 JN2018102303084 JN2018082302341 JN2018082102307
JN2018100802863 JN2019060501809 JN2018102203072 JN2019013100299
JN2018101102965 JN2020050901141 JN2018092502674 JN2018081502229
JN2019031300587 JN2020041900827 JN2020042100840 JN2018092602684
JN2018101603032 JN2020040700698 JN2020063002402 JN2018112103488
JN2018122603973 JN2019100705778 JN2021022301111 JN2018101503000
JN2019101205992 JN2018100902940 JN2018091202567 JN2020011700240
JN2018092502669 JN2018112103495 JN2018092402667 JN2020072703028
JN2019060601833 JN2018110503223 JN2018101903047 JN2018090902541
JN2018100902942 JN2018082102314 JN2018102303091 JN2018102903143
JN2018092102658 JN2019030100452 JN2018091702597 JN2020100505382
JN2019050701414 JN2019030600510 JN2019013100298 JN2019061001860
JN2018090602469 JN2018090402462 JN2018082402345 JN2018080902190
JN2018082102317 JN2018081302210 JN2018082102318 JN2018081702284
JN2018092602693 JN2019052801696 JN2020062202096 JN2019100705777
JN2019121208077 JN2018122403944 JN2019051701570 JN2019062602195
JN2019091804946 JN2018091702596 JN2018082702366 JN2018110503224
JN2018120303674 JN2018082102309 JN2018101903061 JN2018091802608
JN2019021900358 JN2018092002638 JN2018111203292 JN2018111303332
JN2019101005848 JN2019070102322 JN2019041701135 JN2018081702294
JN2018092802716 JN2018081302209 JN2018100802873 JN2019053101748
JN2019051301500 JN2019031500628 JN2019050701417 JN2018101302981
JN2019102806690 JN2019051301476 JN2018092502672 JN2018090602470
JN2019020100306 JN2018092802713 JN2018092802715 JN2018092802714
JN2018113003651 JN2018102503112 JN2018111603391 JN2018102903142
JN2018101903066 JN2018083102440 JN2018110903275 JN2018090702482
JN2018102403093 JN2018092002634 JN2018080902187 JN2018080902188
JN2018080902186 JN2018082202325 JN2018090702512 JN2019092905633
JN2018072702103 JN2018090902542 JN2018122603972 JN2019042201197
JN2018101903055 JN2018111203298 JN2018102203074 JN2018101903048
JN2018092102656 JN2019052001593 JN2018120503685 JN2018101302988
JN2018090702483 JN2018082802374 JN2018082702356 JN2018081302212
JN2018091402590 JN2018082702355 JN2018082702359 JN2018100802854
JN2018081302216 JN2018081702293 JN2018081502227 JN2018080902191
JN2018081702288 JN2018121003740 JN2018082102311 JN2018092602694

JN2018091902615 JN2018081702277 JN2018101002953 JN2018101503001
JN2018092702709 JN2018090702507 JN2019040400938 JN2018112303513
JN2018092102661 JN2018092102654 JN2018092102650 JN2019012800258
JN2018082302339 JN2019082804147 JN2018091102556 JN2018120703705
JN2019040300912 JN2018100902934 JN2018122603974 JN2019110706861
JN2018090302452 JN2018092502673 JN2018101903064 JN2018091902616
JN2018090702524 JN2018090702525 JN2018091402589 JN2018121703862
JN2018110103187 JN2018110103188 JN2018092102659 JN2019110907174
JN2018090702506 JN2019010100003 JN2018102403094 JN2018090902544
JN2018101503003 JN2018103003165 JN2019053101749 JN2018092102663
JN2018092402668 JN2018102303083 JN2020052901495 JN2019070102295
JN2019041901166 JN2019042401218 JN2019062802235 JN2019102706652
JN2018090302455 JN2019071202492 JN2018092802719 JN2018090902536
JN2018090902534 JN2018100902941 JN2018092002641 JN2018083102444
JN2018082702362 JN2018101903057 JN2018090302450 JN2018083102445
JN2018090302456 JN2018082102305 JN2018081002199 JN2018081302214
JN2018081702291 JN2018082402346 JN2018082402347 JN2018082402344
JN2018090702514 JN2019080502978 JN2018081702286 JN2018072702106
JN2018072502081 JN2018072502082 JN2019050801429 JN2018081702285
JN2019090604527 JN2018080302143 JN2018082102313 JN2018091402592
JN2018101603033 JN2018091402591 JN2019041601112 JN2018081302218
JN2020080503243 JN2018112703585 JN2018081702290 JN2018081302211
JN2018081302213 JN2019051401525 JN2018081002192 JN2018082202327
JN2018092002631 JN2019050501342 JN2019061101904 JN2018121703866
JN2018090702508 JN2018090702511 JN2018101302989 JN2018101603025
JN2018091702593 JN2018081302220 JN2018101903056 JN2018122403927
JN2018081702281 JN2018101102962 JN2018092102649 JN2018102403098
JN2018092602702 JN2019110406816 JN2018112303512 JN2020040800712
JN2018091902619 JN2018082702361 JN2018082702357 JN2019082604020
JN2019050601392 JN2018101202976 JN2019122408360 JN2018110803263
JN2018082102315 JN2019071602537 JN2019092505185 JN2019091104733
JN2018061301757 JN2017122501160 JN2017122501159 JN2017041200148
JN2018120403677 JN2018031000661 JN2018062701849 JN2018070401915
JN2019082804160 JN2019091004703 JN2018082102316 JN2018061301769
JN2018100802872 JN2018081702292 JN2018091702602 JN2018062701836
JN2018062701832 JN2019041001000 JN2017092600995 JN2018013000499
JN2018111203286 JN2018112303507 JN2021042102737 JN2019122108303
JN2020031300428 JN2018090602468 JN2020090804389 JN2018041100994
JN2018082402348 JN2018112703576 JN2018041100998 JN2018051001319
JN2020032500505

二、已收回注销不动产权证证号(282套)：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7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20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1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91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20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80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48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52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19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5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20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4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0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4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4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7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5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44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2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4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7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35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6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8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67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0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2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11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8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4号；
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20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68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54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7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8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200号；
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13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1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99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80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26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43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4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7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8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7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4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44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68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5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7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4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2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7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3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3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9号；
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5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8号；
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65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69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2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17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7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81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53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12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9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4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19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5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2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8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535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11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7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08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7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7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81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5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54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2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6号；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4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2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0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2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2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0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7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4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2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49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8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8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4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8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0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91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71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91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9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0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8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7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2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19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8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35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70号；
云(2021)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9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763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9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68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5号；云(2018)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37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28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7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7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0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2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2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8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114号；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24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96号；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34号；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0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4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0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0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30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44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06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4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3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92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137号；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2028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3283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82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540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820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52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115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299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36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392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2号；云(2018)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5257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487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448号；
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1号；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7285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0576号；云(2019)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1334号；
云(2020)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6134号；云(2018)晋宁区不动产权第0004611号；

关于《晋宁区长腰山滇池二级保护区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组方案》的执行情况公告

  郑重声明：我司自2017年后未再投
资设立或新入股各类企业，如发现有
人冒用我司名义注册成立公司或开展
投资经营活动，我司将追究其法律
责任。
  特此公告！

中能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2021年8月11日

中能电力工业燃料公司公告

  近期，我公司发现不法分子伪造我公
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并利用伪造印
章开展涉及刑事犯罪的违法活动。在此严
正声明：
  我公司所使用的印章已在公安机关
备案。任何单位或个人伪造我公司印章进
行的活动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对此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
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
  请仔细辨别，避免受损。如有疑问，欢
迎来电核查。(联系人：刘若涵，联系电话：
029-84223268)
  特此声明！

声明人：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11日

严正声明

２０21年8月11日
霍延苏、许潇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分公司与被告霍延苏、许潇洋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4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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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国、王俐丹、田明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邯郸市分公司与被告王兆国、王俐丹、田明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冀0403民初4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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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秀英、吴天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分公司与被告宁秀英、吴天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4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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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志勇、姚新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分公司与被告苗志勇、姚新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4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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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树峰、张三英、秦川、邯郸市九发泡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杨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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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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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英宾、周军：本院受理周保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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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
公开告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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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武雷、李阳：本院受理朱永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3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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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恩华：本院受理朱永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2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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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海红、岳青林：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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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锦禄：本院受理乔建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0000
元(从2010年1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至实际归还日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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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立新：本院受理王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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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冀0191民初621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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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奇龙：本院受理孟祥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冀0403民初2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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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武军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忠南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0 )苏092 5民初520 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符成华：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台城通达建材经营部与被告符成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吴平：本院受理原告马安龙与被告吴平、马青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981民初4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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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严伟骏：本院受理原告涂飞安与被告严伟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
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欠款249000元及利息32959
元 ;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材
料，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自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丁越：本院受理原告冯爱富与被告丁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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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东台恒隆金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海容科技有限公司、昆山索
夫特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东台恒隆金属有限公司、江苏东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无法联系，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原告在诉
状中要求判令：1.判令恒隆公司、东台农商行协助海容公司将现登
记在恒隆公司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S0054244号、S0054243号房
屋所有权证所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1158 .2 6㎡、3484 .1 1㎡ )产权变
更登记至海容公司名下;2 .判令恒隆公司、东台农商行协助海容公
司将现登记在恒隆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国用
(2008 )字第220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载明的85640.88㎡中的6680.82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海容公司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
在东台市人民法院科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冠美旭(东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迟长江与被告冠美旭(东
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姓名权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原告在诉状中要
求判令：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禁止将原告作为监事在被告工商材料中
显示，并向江苏省东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
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赔偿原告担任监事期间的工资 60000
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150 0 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东台市人民法院科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南通市十方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富贵家园业主委员会与
被告南通市十方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吴陆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0981民初34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确认东台市富贵家园小区东大门内北侧18m(东
台市富贵家园总平面规划方案图记载为物管用房)的房屋及东台市富贵
家园小区南大门17.09m(东台市富贵家园总平面规划方案图记载为厕所)
的房屋归东台市富贵家园全体业主共同共有;二、驳回原告东台市富贵家
园业主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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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徐志敏：本院受理严波与被告徐志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被告徐志敏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及利息。因你下落不明，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干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唐于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621民初1885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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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汤保锋：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621民初
41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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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周爱华：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3961号原告曹文观与被告周爱
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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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丁巧林、乐国青：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2503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台支行与被告丁巧林、乐国青、东台市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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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孟维：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粹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原告在诉状中要
求：1、判今被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9623 . 4 2元;2、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借款利息2155 .74元、罚息12349 .2 1元，
共计14504 .95元;以及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贷款本息
之日止借款利息及逾期罚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及

《任性贷用户服务合同》约定计算);3、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等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黄小东：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粹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原告在诉状中要
求：1、判令被告黄小东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9623 . 1 6元;2、判令被
告黄小东归还截至20 2 0年1 2月3 1日的借款利息31 5 4 . 7 1 元、罚息
4518 .23元，共计7672 .94元;以及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
贷款本息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及逾期罚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相关规定及《任性贷用户服务合同》约定计算);3、依法判令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顾维正：本院受理原告李林与被告顾维正(曾用名刘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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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颜犇：本院受理原告陈琦与被告颜犇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1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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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朗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曾国华、朱小猛：原告张威与你方
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981民初1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准予被告东台
市朗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解散。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东台市朗
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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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