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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江都警方打掉一色情直播团伙18人落网
  视频时代，网络直播如火如荼。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以牟利为目的，利用网络直

播空间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造成了恶劣的

社会影响。

  今年以来，江苏省扬州市公安机关深入

推进“净网2021”专项行动，深化对网络直播、

社交、论坛社区等平台的清查工作，依法打击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网络空间安全

和秩序。

一个报警电话牵出“李鬼”平台

  今年年初，扬州市公安局江都分局三江

营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自己下载的“快手

成人版”中都是色情直播间和色情视频。

  三江营派出所民警随即会同网安部门开

展调查，发现该平台实际上是个“李鬼”平台，

是由境内外不法分子打营业注册擦边球开发

的“快手成人版”，与快手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狡诈的不法分子将服务器设在国外，且

未使用任何国内的社交软件。

  办案民警发现，该平台投入不少推广费

用，常常以弹窗的形式出现在网友面前。网友

点开弹窗后，其中的很多色情短视频只能免

费观看10秒，若要观看更多时长的视频，则需

要充值。此外，平台有很多女主播，且尺度较

大，只要充值金额到位，可以衣着暴露甚至全

裸聊天。打赏阔绰的网友，甚至能与女主播通

过线下见面进行交易。

奔赴多地抓获18名色情女主播

  很快，该平台的“青楼”家族进入办案民

警视线。“青楼”家族的主播在直播中举止豪

放，聊天话题淫秽不堪，不断向粉丝索要礼

物，打赏到位后，就开始做出脱衣等不雅动

作。有的主播还与打赏阔绰的网友进行线下

联系，先是嘘寒问暖，再以男女朋友身份相

处，在恋爱过程中，进一步以各种理由向对方

索要微信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该平台禁止网友使用国

内聊天软件，并鼓励网友在直播间屏幕发送

自己的聊天账号。发现“商机”后，诈骗分子

便冒充平台主播，添加这些网友，在聊天过

程中骗取钱财。

  办案民警深入分析、研判涉案线索，准

确、快速出击，奔赴全国多地开展工作，并成

功抓获18名色情女主播。

网络直播套路多打赏需谨慎

  经查，涉案女主播学历普遍较低，且好逸

恶劳，往往被暴利的诱惑蒙蔽了双眼，明知违

法而难以自拔。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据办案民警介绍，国内正规网络直播平

台对直播内容和直播方式有严格规定，包括

不允许在直播过程中脱衣服、不允许向未成

年人索要打赏等。对任何违法违规情况，用户

均可进行投诉和举报，一经核实，主播将被

永久封号。但在利益驱动下，少数不法分子仍

然铤而走险。

  江都警方表示，广大网友应选择正规、合

法的网络直播平台，避免情感和钱财的双重

损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各类网络违法犯

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惩。下一步，

江都警方将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斩断非

法网络直播平台背后的利益链条，努力营造

清朗的网络直播空间。

兆俐 王璇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新精神活性物质管

控工作，近日，广东省清远市禁毒办与清城区

禁毒办、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

联合检查组，在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开展

核磁共振波谱仪专项检查。其间，工作人员查

看波谱仪操作运转情况，查阅工作台账和图

谱数据，并开展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检查组强

调，企业要进一步强化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实

名登记、使用审批等制度；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监控摄像系统，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使用、存

储、运输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严防易制毒化学

品流入非法渠道。       唐亦萱

清远开展核磁共振波谱仪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青少年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和能力，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禁毒办

近日组织辖区各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

课”禁毒主题教育活动。课堂上，工作人员通

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播放禁毒警示教育片

等方式，向同学们讲解毒品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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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东源县将常态化

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动，使“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创建平

安无毒校园奠定良好基础。   朱雯婷

东源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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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禁毒办近日联合市公交集团，打造34路、26

路两条禁毒公交专线。公交专线在外部喷印

广东省禁毒卡通形象“粤虎”和“健康人生、幸

福福田”等禁毒宣传标语；在车厢内放置禁毒

宣传折页、张贴禁毒宣传海报，使乘客近距离

接受毒品预防教育，增强禁毒意识。下一步，

这两条禁毒公交专线将作为流动禁毒宣传

车，穿梭在福田区主要交通干道，向市民普及

禁毒知识，传播无毒生活理念，进一步扩大禁

毒宣传覆盖面。     任冠元 刘华威

深圳福田打造两条禁毒公交专线
  本报讯 9月1日，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

正式施行。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

故，中建路桥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近日组

织员工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活动。公司邀

请专家举办新安全生产法专题讲座，围绕落

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追究等内容，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建立微

信交流群，定期推送新安全生产法亮点和重

点条款，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下一步，中

建路桥六公司将深入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

法要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提高

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刘泽华 宋刘杰

中建路桥六公司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本报讯 今年以来，云南省安宁市税务局

联合安宁广电网络公司，积极探索“税务+广

电”合作模式，利用广电部门的基础网络和技

术、服务等资源优势，委托广电部门办理“双

代”（代开发票、代征税费）业务，为纳税人缴费

人提供纳税缴费新选择。下一步，安宁市税务

局将定期对代开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安排专人

及时对接税收政策、票证领用、发票开具、结报

办理等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质效。

  近日，昆明市首家纳税人缴费人权益保

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

度假区挂牌成立。据悉，中心旨在为纳税人缴

费人依法纳税缴费提供服务，维护纳税人缴

费人合法权益。下一步，中心将广泛开展维权

知识宣传活动，引导纳税人缴费人养成遇事

找法、维权用法的习惯；积极收集纳税人缴费

人对税务部门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意见建议，

协调解决税费争议，增进征纳双方互信；不断

优化权益保护服务流程，加强执法与服务一

体化建设，打造纳税人缴费人表达合理诉求

的绿色渠道，搭建征纳双方沟通桥梁。

曹霞  

昆明推进便民办税打造纳税人维权服务品牌

  莆田市85家KTV经营者(下称莆田经营者)，由于无能力辨别KTV歌库设备

商(VOD)安装的歌库里音像作品真正的权利归属，为了合法、合理、合情有偿使

用KTV音像作品，保护原创作者，鼓励作品传播，促进文化繁荣，制止任何商业

公司和权利人违背诚实守信、公开公平原则，暗箱操作，谋取非正常利益的行

为，特此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全国VOD应向所提供服务的莆田经营者详细告知

目前植入歌库里每部音像作品权利的授权人和联络方式，未经权利人授权的

(含将来增添新的音像作品)应当自行妥善处理；同时请求所有音像作品权利人

公开与莆田经营者代表洽谈和协商音像版权使用费，并随带权利音像作品目录

及视频等能证明权属的材料。

  特别注意：鉴于莆田经营者极端困难，时有转让经营权而使投资人和使用

者变更，营业执照主体却因涉及消防无法变更等诸多具体问题。为此，自本公告

发布后，逾期未及时主张权利和告知曲库音像作品的权利人及联络方式的，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黄伟，联系电话：17350135666

莆田市85家KTV经营者代表：莆田市涵江区鑫金沙湾音乐会所

2021年9月14日

关于敦促VOD商和权利人告知歌库音像作品权利的公告

  本人(廖奇泊)原为厦门芯晶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因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基于任职冲突和其他个人

原因，本人已经通知该公司决定不再担

任董事职务，并提请该公司完善手续及

时向登记机关涤除本人作为董事的登记

事项。为避免本人和厦门芯晶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涉及的第三方产生错误认

识，特声明以作澄清。

声明人：廖奇泊

声 明

２０21年9月14日

(2021)苏0311民初1973号

陈言友、丛书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

1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122号

周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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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37、7363、7376、7377、7380、7381、7382、7383、7384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郝艳、李晶、范绍存、丁威、闫静、

张体松、魏会华、张圣群、徐勇、杜常永、朱玉平诉被告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周莹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九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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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

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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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79号

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铂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周莹莹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的期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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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下午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93号

赵颖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被告赵颖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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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451、7454、7455、7461、7462、7464、7470、7472、7473、7474、7475、7476、7477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徐静、郑传真、王悠然、

苗琰、王勇、单柯、焦蕾、张箐函、方蕾、祝思怡、郑成功、朱滨、张冉、王传菊、

王妍妍、王庆、安保平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十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521、7531、7520、7529、7526、7524、7523、7522、7657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苗广玲、梁超、石浩宇、王友军、

高伟、邹莹、赵培吉、李欣遥、王力、褚强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九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324、7325、7326、7327、7328、7329、7366、7369、7372、7506、7599、7792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王筱瑜、权东、赵新红、孟庆典、

张华、褚衍刚、马文明、陆亚平、卢秋红、杨世功、刘萍、薛培、王博、熊恩静与徐州

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服务合同纠纷等系列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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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2日下午2：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479、7480、7481、7482、7483、7484、7485、7486、7487、7488、7489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史恒智、吴璇、王子璇、刘晨辉、

弓艳、李素云、叶星言、孙文利、王兴龙、郑婉婷、何成罡、周玉琴、尉春雷诉你们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

日上午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3民初3277号 孟庆华、北京柏华国际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聂铭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冀0281民初4155号 张宇航：本院受理原告袁国洪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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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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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店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出庭参加应诉。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宋会永、吴秀娟、武安市清泽物资经贸有限公司、刘斌、宋军杰、高军华、武安市鑫本合

物资有限公司、武安市瑞焱白灰加工厂：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

行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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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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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小利、郑楠：本院受理薛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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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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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祥：本院受理裴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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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从新：本院受理原告江苏耀文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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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0925民初350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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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中林：本院受理原告吴乐乐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日16

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程敬菲：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旭荣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年
12月2日15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北票市城关瑞环工矿电气设备经销处、杨兆红：本院受理原告华通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

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2

月2日14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鲁保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2日10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鲁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康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

年12月2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沈裕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82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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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振蛟：原告刘桂英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诉请：1、

依法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2、判决耿振蛟立即

退还装修款57000元；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9000元。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13日下午15时在营山县人民

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吴兴忠：本院受理原告宾维与被告吴兴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民初1924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吴兴忠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宾维为其偿还的借款

本息2165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按照年利率3.85%从原告

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116000元从2014年7月7日起开

始计算，13000元从2018年9月12日起开始计算，27500元从2019年3月6日起开

始计算，60000元从2019年4月12日起开始计算)。案件受理费6048元，由原告

宾维负担1500元，被告吴兴忠负担4548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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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桂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被告绵阳市桂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本案被告绵阳市

桂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下落不明，原告要求你们承担偿还借款利息的担保责任、诉

讼费。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

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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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09时30分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996号 常光超：我院受理原告牟真飞与被告常光超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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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760号 罗联预：本院受理原告缪秀秀与被告罗联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日上午9时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大荆人民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9号 闫光辉、李红霞：我院受理原告鲍洪林与被告闫光辉、李红霞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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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号 闫光辉：我院受理原告鲍洪林与被告闫光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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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637号 傅卫光：我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傅卫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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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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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浙0382民初763 l号 侯山成：我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侯山成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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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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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7736号 金明岳、叶海成、吴均明：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盐盘支行与被告金明岳、叶海成、吴均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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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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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浙0303破2号之二 2020年1月8日，本院依据周朝光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本院已于2021年6月2日作出(2020)

浙0303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确认周朝光、李忠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等6位债权人的债权，债权金额总额为148422725 .56元。

温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已知财产总额2887946 .6元。本院认为，温州市金富

铜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

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7日裁定宣告温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杜军：原告束红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鲁1324民初1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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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传龙、李秀英：原告张荣诉周伟、赵瑞青、你、李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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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刘建华、李金艳：原告兰陵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资金互助社诉被告你们、刘立

国、李利敏、刘桂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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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朱德轩、朱付权、兰陵县晨森木业有限公司：原告李建国诉你们民间借贷、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鲁1324民初8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李飞：原告宋立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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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132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朱德轩、朱付权：原告任军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 )鲁1324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节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付小国、李昌玲：原告班建宏诉你们与被告陈忠凯、胡春梅、付士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一审判决后，原告班建宏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副本，班建宏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

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张敏：原告赵尔青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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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驻兰陵县交警大队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胡其胜、华爱珍：原告崔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鲁1324民初5183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吕肇群：原告潘义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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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1324民初3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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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史凯：原告葛瑞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鲁1324民初1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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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连杰：原告朱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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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1324民初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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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连杰：原告李凤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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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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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2021)鲁1324民特13号 本院于2021年8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大爱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赵大爱称，赵军昌与赵天爱系父女关系，赵军昌患有精神残疾障碍，

自2009年秋离开本村一直下落不明，且其户口已被公安机关注销，请求宣告赵军昌死

亡。下落不明人赵军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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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军昌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军昌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军昌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8月24日刊登的原告为“赵建中”的公告中，开庭地址应更

正为“常州监狱”。特此更正。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桂富：本院受理薛长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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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周建科、江苏万银贸易有限公司、泰兴市万银酒店：本院受理泰兴市幸福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诉你们、张俊德、江苏济川泵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泰兴市红鑫旺服装厂、姚跃兰：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404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军：本院受理周伟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

624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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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韩洋：原告张宝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1024民初

1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建兴、香河东方穆斯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告刘凤义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391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说、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蔡邦通、朱西湖：原告郭俊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1024民再1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说、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崔玉宝：原告马鞍山市陆之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请被告立即归还车款1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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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启辉：原告马鞍山市陆之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请被告立即归还车款3251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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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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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阜宁旺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

50512845、出票日期2021年6月10日、金额20000元、出票人宁波夸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重庆甬尚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支行、背书人重庆甬尚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持票人为申请人)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

付款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烟台中鑫置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200053/27428387、出票

日期2018年8月7日、金额300000元、出票人宁波市龙嘉摩托车有限公司、收款人慈

溪市金晖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宁波慈溪支行、背书人慈溪市金晖化工有

限公司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嘉兴市龙腾海绵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7月8日

裁定受理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浙江海翔律

师事务所为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后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批准，该案于2021年8月23日交由本院审理。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人应自2021年10月20日前，向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

省海宁市新苑路91号二楼，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邮编：314400；联系人及电话：

陈伊丽1596731888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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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嘉兴市优纳特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11月3日9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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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雷新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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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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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新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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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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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连新：原告胡仁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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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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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栋：原告濮沛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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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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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云辉：本院受理王崴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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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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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杰：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蒋陈时尚灯饰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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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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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小刚点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小刚：本院受理许美丽与你们网络服务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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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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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嘉思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戚厚刚：本院受理付凤娇诉你们装饰装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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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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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力：本院受理昆山市玉山镇瑞跃达精密模具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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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兆腾精密五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长鹰硬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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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中易：本院受理陈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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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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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1年9月1日刊登的被告为“李鸿辉”的公告中，原告“昆山苏萌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应更正为“昆山苏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极限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馨熙投资咨询有发公司、黑正英：本院受

理花莉莉与你们、上海墩翔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票回购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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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如洪、杜丽、贾儒龙、沙静静：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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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玉山镇圣它达贸易商行(经营者：马允兰)、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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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巴城镇风逸茹日用品商行(经营者：骆兴红)、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8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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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巴城镇瓦伦亚百货商行(经营者：樊亚茹)、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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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张心伟：本院受理吴凤与王青、张心伟与苏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房屋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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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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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云伟、昆山市亿盛客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车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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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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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鹏：本院受理昆山海富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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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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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翻：本院受理王玉国与王翻、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

16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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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辛县鑫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鹰潭市顺泰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惜月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与王冬建及你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王冬建就(2020)苏0583

民初5038号判决书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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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伟承、陈婷文：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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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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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学建、华余燕：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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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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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绿林塑胶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周永华：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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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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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景果、管晓丽：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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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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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小强、连国强：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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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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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传帮、曹文菊：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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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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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玉山镇欣和源精密模具厂、杨勇：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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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3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安福国锂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富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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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元：本院受理泰兴市文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4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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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干：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4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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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汉伟：原告张全银诉你民间借贷、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3095号、3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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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连成、樊梅富：你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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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雪琴：原告王先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
3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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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友：原告枣阳市华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
(2018)鄂0683民初497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枣阳市新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在法定期间内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红旗：原告嘉兴水果市场豫鼎水果批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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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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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四改、赵鑫、天宁区青龙张四改房产中介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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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长水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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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扬：原告嘉兴市海俊果业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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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长水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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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平、嘉兴联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原告赵建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长水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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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勇强：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长水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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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粤0606民催43号 申请人郑程航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上佳市支行支票壹张(票号：1030443058100682；金额：30600元；付款人：胡

靖；收款人：郑程航；出票日期：2021年8月30日；付款日期：2021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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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守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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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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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中尉、唐翠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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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刚、绿地集团(昆山)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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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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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度能源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王振宇、赵芳、孙成岭、桑爱莲：本院受理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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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俊、方向群、昆山巴城阳澄湖百味阁蟹庄：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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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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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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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前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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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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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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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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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克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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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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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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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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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国勇、吴丹：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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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炜、煌晟榆(苏州)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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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戴月、昆山森德莫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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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梓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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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

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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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宁、李继涛：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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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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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兆余、尹腊梅：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

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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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学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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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3时30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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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施园园：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

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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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毅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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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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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振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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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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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超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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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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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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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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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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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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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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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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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络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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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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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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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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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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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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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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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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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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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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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志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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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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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治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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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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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莉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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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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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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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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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晔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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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13时30分在本院速裁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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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

税务局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优化办税缴费流

程，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不断

提高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泰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电子税务局和“泰

税云”征纳沟通平台，定期对纳税人缴费人进行

涉税业务办理流程和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及时

为纳税人缴费人解答各类涉税问题。同时，简化

办税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努力在服务体验上做

“加法”，在办税时间上做“减法”，在纳税服务上

做“乘法”，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堵点、难点、

痛点问题。此外，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办

税服务厅电子屏、12366纳税服务热线、纳税人

学堂、“泰税云”征纳沟通平台等渠道，向纳税人

缴费人精准推送税收优惠政策，努力让符合条

件的纳税人应享尽享、直达快享。  朱媛

泰州优化“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