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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某电力公司收

到韶关市税务局量身定制的《智税体检报告》。报

告形式新颖、内容翔实，用数据和图示清晰展示

企业的申报质量、纳税信用、发票管理、税收优惠

等情况，并逐项提示企业可能存在的涉税风险。

  今年以来，韶关市税务局按照《关于进一

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积极开展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围绕企业办税缴费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推

出“智税体检”个性化风险提示提醒服务。

  韶关市税务局首批选取电力、能源、有色

金属制造、房地产、制药等行业的12家企业，向

企业出具《智税体检报告》。据韶关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负责人介绍，“智税体检”依托税收

大数据平台，综合应用企业财务数据、纳税申

报数据、税收征管数据及第三方协同数据，对

企业登记、经营、产销、发票、申报等信息数据

进行立体式一体化自动比对分析，并围绕申报

质量、纳税信用、发票风险、税收优惠等事项发

出税务提示，生成《智税体检报告》推送给企

业，帮助企业进一步健全税务内控体系。

  下一步，韶关市税务部门将聚焦数据赋

能，持续深化税企合作、风险共治，引导企业

防范化解风险，努力打造优质、高效、智能的

税费服务新体系，为韶关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税务力量。         黄新梅

韶关税务“智税体检”助力企业风险防控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淮阴区

税务局创新服务举措，着力解决纳税人缴

费人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用心办好惠

民实事。一是统筹线上办税资源，确保12366

纳税服务平台等线上服务响应快、办得好，

引导纳税人缴费人“非接触式”办税缴费。

二是改善办税服务环境，将自助办税区空

间扩展至百余平方米，及时升级自助办税

设备，并单独开辟自然人免税开票专用区

域。三是制定延时服务、预约服务、问题事

项及时报告等8项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提

高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服务水平。

王苏 刘芳  

淮安淮阴区税务局办好惠民实事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下辖安宁

市召开河（湖）长制会议，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着力深化河（湖）长制工作，启动全流域

水污染监控体系建设项目，在36个生态补偿

断面及重要排口安装40套智慧采样终端，按

月核算生态补偿金。同时，建立河（湖）长制

督察督办机制，新编修编49个“一河（库）一

策”方案，运行安宁“智慧河湖”信息平台。下

一步，安宁市将进一步完善河长制工作制

度，压实市级河（湖）长、街道级河（湖）长和

各成员职责，不断改善辖区水生态环境。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按照“退、

减、调、治、管”要求，全面加强河湖保护治

理。工作中，度假区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强

化湖滨生态保护，提升截污治污效能，全

面加强执法监管。下一步，度假区将持续

推进河长河道巡查工作，扎实推进“三级

河（湖）长四级治理”体系落实；采取购买

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河道监管平台；

引入市场化管护机制，将河道保洁、绿化

交由专业公司管护；切实做好河道生态补

水工作，确保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取得预期效果。

曹霞 杨武  

昆明创新举措全面加强河湖保护治理

  本报讯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加强全

科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激活基层治理新

动力。一是以综治网格为依托，整合13个部

门的网格职能 ，建立多层级网格管理体

系。二是选配专职网格员18 4名，由村（社

区）支部书记担任网格长，巷长、楼道长等

兼任辅助员，建设“网格长+专职网格员+

网格辅助员”网格队伍。三是建立信息收

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信息

反馈-督查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提高社

会治理效能。四是加强网格化管理工作，

制定网格事务准入事项清单，提升网格化

服务水平。         毛小明

垣曲“全科网格”激活基层治理动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学校的

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切实做好人员密集场

所消防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群死、

群伤火灾事故发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

屯市消防救援大队近日面向全市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校长、书记、综治干部，开展以

“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培训活动。其间，消防

救援大队宣传人员结合火灾事故典型案

例，讲解消防设施和器材的使用方法、初

期火灾扑救及疏散逃生常识、消防安全法

律法规，营造了人人关心消防、人人参与

消防的良好氛围。       徐晓亮

奎屯举办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 为营造全民参与禁种铲毒、自

觉抵制毒品的良好氛围，广东省清远市清新

区山塘镇禁毒办近日联合镇派出所，在辖区

开展禁种铲毒踏查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重

点对农场、林区、田间地头、废弃厂房进行实

地踏查，确保排查无死角。同时，向群众发放

禁种铲毒宣传手册，引导群众积极举报涉毒

违法犯罪行为，使“种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

必究”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下一步，山塘镇

禁毒办将持续加大踏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禁

种铲毒工作，坚决遏制和打击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     谢伟杰

清远山塘镇开展禁种铲毒踏查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翠

香街道利用开学季，在香洲区香山学校和珠

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禁毒反诈宣传活

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

型、观看禁毒警示教育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毒品种

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同学们远

离毒品，自觉抵制毒品诱惑。同时，结合电信

网络诈骗典型案例，讲解犯罪分子常用的诈

骗手段，倡导同学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学习了解更多反诈骗知识，进一步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                   叶骏霖

珠海翠香街道禁毒反诈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营造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

与禁毒工作的浓厚氛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

区镇隆镇创新禁毒宣传方式，积极打造特色

禁毒宣传品牌。近日，镇隆镇在镇中心小学

开展以“禁毒之声、唱响校园”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活动。其间，学校师生、禁毒志愿者300余

人共同参与拍摄禁毒歌曲《我对毒品说声不》

宣传片。同学们齐声高喊“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的禁毒宣传口号，表达了抵制毒品的坚定

决心。下一步，镇隆镇将在全镇推广禁毒歌曲，

倡导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为创建平安无毒

镇隆贡献力量。        张智勇

惠州镇隆镇打造特色禁毒宣传品牌

２０21年9月8日

  秦皇岛山海关祥龙建港船务有限公
司〈信用码91130303079973373C〉在2018
年8月1日至2021年9月6日期间，对授权
委托的业务人员，对外签署的协议、合同
等，没有加盖我公司防伪备案公章、合同
章、人名章的(备案编号：1303030912161)：
  一、均视为违背公司行为的无效合
同；二、被委托人工作范围，只能联系公司
所承揽的业务。如发现被委托人违法犯罪
行为，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并配合
法律部门严加追责。
  特此声明

秦皇岛山海关祥龙建港船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声 明

  近期某些APP、网络平台有冒用金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名

义及工商登记信息，从事涉嫌“涉及网络

赌博”违法行为，此举严重损害公司声誉。

现公司公告并声明：

  公司没有以“彩票”、“做单返现”等形

式开展网络赌博，因假冒公司名义进行网

络赌博而引起的经济、法律纠纷，与公司

无关。如遇类似事件受骗者，请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请大家仔细甄别，切勿受骗，

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金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公 告

(2021)冀0191民初2710号

张岩、石家庄春草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郝全法诉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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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1822号

郭景德：本院受理胡庆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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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2037号

辛集市鼎创装饰设计部：本院受理倪二小起诉你方及段梦泽、李国

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请：1、依

法判决三被告支付人工费6000元及利息1000元，共计7000元2、本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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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及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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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0191民初2109号

王玉良：本院受理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司起诉你劳动争议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请：1、判令原告无需

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40 .27元；2、本案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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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1045号

蓝海绿能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赵月萌诉你司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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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1122号 正镶白旗龙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新乐盈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票据纠纷一案(案号：(2021)冀

0191民初11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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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1123号 正镶白旗龙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新乐盈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票据纠纷一案(案号：(2021)冀

0191民初112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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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91民初1120号 正镶白旗龙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新乐盈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票据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冀

0191民初112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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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午阳：你与齐静、张小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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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廖海涛、黄雪琴：本院受理案外人魏东申请对原告鲁云与你

们、第三人枣阳市三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上

诉状副本、鲁云抗辩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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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肖家峰：原告骆晶晶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吴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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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安康市秦园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李开兵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

民初3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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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斌、马鞍山热巢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洪新艺诉你们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请二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1792元及利息(按年利率5%计算，自2015年

10月17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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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皇家英语学校、冯小琴：原告芮梓涵诉你们教育培训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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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学俊：原告祝君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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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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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轴承厂：本院受理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诉陈蓉、

你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7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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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羽象(武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羽象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房融家科技有限公司、张朝：原告浙江加财互联网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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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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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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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金龙：原告杨冬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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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爱军：原告赵春秀、陈超诉刘娜、第三人你退伙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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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进友：原告林久松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402民初5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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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基红：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9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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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荣武、陈素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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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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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选：原告黄宗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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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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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友、杨辉：原告张青红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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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回东：原告乔德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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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雪军、罗其录：原告郑亮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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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小凤、罗香：原告嘉兴创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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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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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铁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创意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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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志成、宋洁：原告王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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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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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杜志成、吴晓东：原告王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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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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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兰国洋：原告嘉兴凡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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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粤0606民催42号 申请人张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安支行支票壹张(票号：

1030443058014107；金额：658800元；付款人：张德明；收款人：

张娇；出票日期：2021年8月5日；付款日期：2021年10月2日)，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543号 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

欧加顺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欧加顺称，申请人欧

加顺与被申请人欧加文系姐弟关系，被申请人欧加文于2015年

7月离家后，至今没有回家。经多方寻找，且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下落不明人欧加文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欧加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欧

加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欧加文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樊祥喆：本院受理新乡市华庭置业有限公司诉新乡市国新行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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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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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湖北鸿鑫宇光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海生诉你方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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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孙兰珍：本院受理王春花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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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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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樊凌波：本院受理李训远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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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隔壁生鲜超市有限公司、徐敏峰：本院受理付秀英、王正

军、苏启超、汪伟诉你们及蒋晓栋合伙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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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石：本院受理江苏名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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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宇、常州市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玉中诉你

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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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当事人书、合议庭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和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次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凌新越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韩保胶带科技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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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583民初10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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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刚：本院受理冯赛赛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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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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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胜发：本院受理木彦伟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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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志国、曲风芬、曲学鲁：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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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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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举、陈虎：本院受理(2021)苏0583民初10737号原告胡安

容与你们、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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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鼎冠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人人发机器制

造有限公司诉你损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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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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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建华：本院受理王伟诉龚寒生、骆芳松第三人郁建华、第三

人沭阳豪星工贸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20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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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长武、霍邱县钢城物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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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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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苏0583民初19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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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文丽、孟青成：本院受理昆山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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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

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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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盈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万信浩金属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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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原告举证材料、简

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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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兴斌：本院受理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昆山

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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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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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燕：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

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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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泉：本院受理庄添云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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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一飞：本院受理殷玲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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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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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

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宿迁多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佴海兰：本院受理常州建州

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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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绍兴虹图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圣赞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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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嵇生强：本院受理耿良诉你彩票、奖券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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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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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朱茄兴：本院受理刘琦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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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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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毕国超：本院受理石勇超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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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

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冯长芹、代新军：本院受理唐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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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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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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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林：本院受理黄月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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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规定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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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明：本院受理刘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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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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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规定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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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玲、常瑞青、申占克、吴海燕：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简转普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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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冬华：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

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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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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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刊登的案号为“(2017)苏0583民初

19240号”的公告中，受送达人应更正为“陈坤林、昆山开发

区汉釜宫餐饮店、金玲、唐艳”。特此更正。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爱华：本院受理冯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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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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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郑继强：本院受理沃浩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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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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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洪崇英：本院受理庄建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苏05 8 3民初7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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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雄成：本院受理费伟锋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3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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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吴雄成：本院受理费伟锋与你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1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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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郁建华：本院受理王伟与你龚寒生、骆芳松与郁建华、沭阳豪

星工贸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上诉人王伟就

(2020)苏0583民初120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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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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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1年6月7日受理了申请人陈伯华公示催告

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月31日判决：一、宣告陈伯华持

有的号码为31603272 20042779，票面金额人民币698000

元的银行本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陈

伯华对上述款项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董斌：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

民初12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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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俊龙：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1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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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凌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姜波：本院受理胡朝彬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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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13

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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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柱才：本院受理黄金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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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红建、京山红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云德全、杨

春华与你们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6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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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星速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蔡园园与你服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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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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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良：本院受理刘维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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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当事人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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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姚兵：本院受理杨海琴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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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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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御景轩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王见：本院受理江

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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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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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靖华：原告河北隆泰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涿州分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冀0681民初1155号民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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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邢化杰、刘东、邢春英：原告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图支行

与你们(2012)辽1224民初4300号、4302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你方偿还借款第一笔1974693.75元，第二笔为

528874.1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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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

在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王金、王亚芬、刘东、邢春英：原告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图

支行与你们(2012)辽1224民初4301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你方偿还借款2701156.97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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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法定假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朱丹丹、翟英利：原告铁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图支行与你们

(2012)辽1224民初4299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

你方偿还借款183931.0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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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

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邢须英：关于韩磊申请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送达(2019)豫1602执137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

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1602民初481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俊：原告自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沿滩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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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保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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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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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礼财：原告段绍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邓伟：原告甘语乾诉你、第三人朱俊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86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曾洪武、罗楠：原告王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唐晓波、赵静：原告陈俊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钟朝辉、陈企余：原告何兴高诉自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2021)川0311民初864号]，现向你们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审判

人员通知书等。变更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

陈企余签订的《宏伟大厦工程付款补充协议》、《宏伟大厦工程

款付款补充协议》、《宏伟大厦工程款付款清单》合法、有效，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陈企余继续履行《宏伟大厦工程付款补充协

议》、《宏伟大厦工程款付款补充协议》、《宏伟大厦工程款付

款清单》，判令被告陈企余立即协助、配合原告何兴高讲案

涉房产(即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街道生灏居委会宏伟大厦

一层(1516)/(A1/G)轴线营业用房)产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等不动产产权过户到原告何兴高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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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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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王兆荣、刘美隆：本院受理原告厦门市金顺明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兆荣【 (2021)闽0206民初12029号】、被告刘美

隆【 (2021)闽0206民初12030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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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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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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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604破17号 本院根据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1年8月19日裁定受理绍兴虞泽染织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担任绍兴虞

泽染织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虞泽染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1年10月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

道东二路107号万达财富大厦6楼；邮编：311800；联系电话：

13606857350、15267567876，联系人：杨裕信、边倩】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

停止计息（计算至2021年8月18日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

请及时联系管理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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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虞泽染织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2日14时30分召开绍兴虞泽染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以网络会议的

方式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联系绍兴虞泽染织有限公司管

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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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

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如受托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海南韵晟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羊菁华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第156号)，并定于2021

年10月13日15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

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蔡鹏来、徐州威德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我会受理申请人上

海适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2020)徐仲受字第236号]一案，由仲裁员颜茂苏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会三庭不公开审

理。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庭组

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届时你单位未到庭参加仲裁，本会将依法缺席裁

决。(地址：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南路122-2号)

徐州仲裁委员会

西藏宏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颜强与被申

请人西藏宏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112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

的函、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11月23日16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

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洪中敏、季俊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银行信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洪中敏、季俊芳、唐泽平、钱林、西藏顺通

房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23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21年11月24日11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

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洪中敏、季俊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银行信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洪中敏、季俊芳、唐泽平、钱林、西藏顺通

房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22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

函、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11月24日10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

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王晓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拉萨鲁祥工贸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王晓明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拉仲裁字第83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

书副本、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11月24日16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吴尚清

一行在东江中学、新港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站和新港镇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调研禁毒工

作。他强调，各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加强吸毒人员管控，防止吸毒人员脱管

漏管失管；要做好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禁毒

巡查工作，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发生；

要推进吸毒人员“平安关爱”行动，积极开展

吸毒人员帮扶帮教、谈话谈心工作，降低吸毒

人员复吸率；要全力创建“无毒村居”，做到以

点带面、逐步推进、确保实效。  吴滋芳

广东东源多措并举推动禁毒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交通安全

管理，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启

动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安全提升工程。其间，

市交管局分区域、分层次提出改造目标，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辖区各交警大队相继成

立工作专班，加强与交通、公路、应急等部

门的协作配合，全面深入排查，制定整改计

划。对2018年以来发生过一次死亡3人以上

交通事故或死亡人数累计超过5人的农村公

路平交路口，全部增设警告标志、道路标

线、减速带、警示桩和交通信号灯。截至目

前，已整改平交路口83处。

别道军  

荆州启动农村公路平交路口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