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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何外菊：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晴
隆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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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吴永超：本院受理寿国清诉吴远军与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726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合议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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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卫向峰、李小玲：本院受理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4日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
413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卫锋、郭燕舞：本院受理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1月24日10时在本院审判大楼
413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陈飞：本院受理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王巧玲、王玉换、陈院生、樊翠云、张创印、
卫文爱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1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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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鹏、武艳丽：本院受理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毛爱萍、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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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潘继升、王冬燕：本院受理山西临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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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朝建：本院受理文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彭伟强：原告黄志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
粤1427民初678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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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罗帅：原告徐红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
粤1427民初688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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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遵义市良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王志强、徐显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两原告欠款36050.00元、利息1387.93元，共计
37437.9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付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郑场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9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孝龙
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王孝龙称，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王洪海系同胞兄弟，王洪海于1995年11
月8日离家出走，经多方打听和寻找，仍杳无音讯，
至今已下落不明20余年。下落不明人王洪海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洪海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昭：本院受理吉林市恒大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吉0283民初1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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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苏广友：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9975号民事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保险费5789.81元、代偿款46843.41元
及违约金(按年利率15.4%自2020年12月31日起计
算至代偿款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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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氏贞：本院受理高文康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0432民初551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沈阳恒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胡凤英、重庆惠
远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武强诉你们申请执
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115民初4723号起诉状、传票、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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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次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陈冲：本院受理孙彦伟、朱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5557、76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荞文：本院受理李开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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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马兴林：原告李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2021)浙
0381民初9428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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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13日14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进行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杨东海：本院受理赵世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冯锐：本院受理张新鹤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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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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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
开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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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帆：本院受理李庆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张洪刚、孟繁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于洪洧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19)吉0202民
初151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执2467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医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聂承
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许士明：本院受理孟祥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5947号 肖炼洋：本院受理
原告李淑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张继民：本委受理申请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西岗支行与你方(被申请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
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满后第17日本委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
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下午13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地点为本委第二仲裁庭。逾
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谢伟：本委受理申请人温州市鹿城区物业管理
总公司与你(被申请人)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立案号为(2021)温仲字第178号。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委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及相关
证据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你的答辩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5日、5日、10日内。选定
仲裁员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
定于2021年11月23日15：10在本委第三仲裁庭进
行开庭审理。请你于开庭前3日领取组庭通知书
及开庭通知书，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裁决。(联系电话：0577-88960521)

温州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桦杰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于2021
年7月16日，受理申请人肇庆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
限公司与你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
字269号，本案适用简易仲裁程序。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1
年11月17日组成仲裁庭，定于2021年11月23日上
午9时30分在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北路55号肇庆
仲裁委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
12月13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12月20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庄月香：本院受理原告朱元发、朱明凤诉你和苏忠
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云0802民初2545号，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证
据材料、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妨害民事诉讼
的强制措施告知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法
院廉政监督卡、财产保全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原告诉请为：1、判
令庄月香立即偿还原告两次借款的本金共计
140000元；2、判令庄月香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2
月19日起至20 2 1年5月17日止的违约金共计
76483.33元；3、判令庄月香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
全国同类贷款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利率的4倍向原
告支付自2021年5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
违约金；4、判令苏忠琼对100000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上述1-2项合计：216483.33元；5、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00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如遇法定节
假日，则顺延至收假第一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叶章、陈红泉：本院受理原告王应时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1)云0802民初2401号，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证据材
料、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妨害民事诉讼的强
制措施告知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法院廉
政监督卡、财产保全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举证
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原告诉请为：1、判令两被告
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该款按年利率
4.15%计算的自2020年1月25日起暂计到2021年5月25
日止的利息2213元，本息合计42213元；之后的利
息按年利率4.15%计算至借款清偿时止。2、判令
两被告共同承担律师费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00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如遇法定节
假日，则顺延至收假第一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魏罄远：本院受理原告杨前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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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
并定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黄长富、范七生、俞五娣、王二香：本院受理王武
生与长汀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三人你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含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定于2021年12月10日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陈长珍：原告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泉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2021)皖0523民初3452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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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贵州贵成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肖壹木：本院受
理贵州贵毕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李昌梅与贵州贵成
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肖壹木、朱冬怡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黔0502民初2366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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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佟满：本院受理原告任力英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冀0827民初1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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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文兵：本院受理刘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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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唐坚、浙江丽水市万顺建筑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侯复林、黄宋浩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安徽小浆果蓝莓
基地建设工程的寺庙、停车场、上山道路、许愿池等
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中联价皖字[2021]第052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张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周海林：本院受理周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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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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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刘露溪：本院受理原告刘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皖1622民初2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刘露
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刘晓借款本
金20万元、至2021年1月19日利息63800元及后续
利息(后续利息自2021年1月20日起至还清款之日
止，按年利率15.4%计算)。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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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陈梦鸽、汪宪树、安徽沪渝航运有限公司：原告
周梦超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郭小青：本院受理张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文安县林秋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承德坤元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文安县鑫林板厂：本院受理承德坤元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920号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潘
建秋与被告王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21年11月18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太平、杨向勇：本院受理原告郑京希与被告王
太平、杨向勇、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382民初2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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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国权：本院受理朱高奎、朱高华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天内，定于2021年11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骆央：原告营山县炜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骆
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书，
本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骆央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营山县炜利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3131元；二、驳回原告营
山县炜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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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庄鳌、宋立峰、余官敏：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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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高春阁：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昌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422民初54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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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于剑飞：本院受理葫芦岛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亳州市中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你与
涡阳县恒胜钢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皖1621民初34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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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刘乃至(身份证号：21030319556101632)：本院受理
鞍山馨乐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为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304民初1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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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顾国平：本院受理朱雪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安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潇迪、张虎：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422民初436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日上午9点在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徐明俊：本院受理韩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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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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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综合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黄晋：本院受理黎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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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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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综合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陈啸宇：本院受理原告镇江新顺实业公司与被告陈
啸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1)苏1112
民初7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辛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