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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腾、宋倩：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腾、宋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
举证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张先锋：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州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1683号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26日受理了申请人苏州伟创电
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票号为3050005328196088、出票金额
人民币150000元、出票人河北润丰机电有限公司、
收款人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国民生银行安平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7月10
日、到期日2021年1月10日)。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27日依法作出(2021)
冀1125民催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申请支付。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蒋会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市分公司起诉被告蒋会更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502民初5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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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民一庭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袁志侠：本院受理原告于金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辽0604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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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襄阳市臻泰贸易有限公司、曾宪武：本院受理原告罗
光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共二案[(2021)鄂0684民初
2815、28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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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周祖亮：本院受理原告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与孙文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5日10时00分
在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毛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李彬：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优尔特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武清分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津0118民初
3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
口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张瑞：本院受理原告马彩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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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民初3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瑞偿还原
告马彩侠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自2021年4月12日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2021年4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马彩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550元，由被告张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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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卢永哲：本院受理席鸣晨诉你、金文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辽0604民初117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翔荣起重机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戴怀建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九时在本院鲖城
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张认：本院受理杨胜明与张认抚养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黔2732民初623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732民初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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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江苏新事达纸业有限公司、沈定坤、吴霞娟、沈亿鸣、
邹婷：本院受理无锡惠山科达包装印刷厂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275号 张炳才：本院受理原告
李晓萍、金子翔诉你与吴志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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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548号 李娟娟：本院受理原告
董建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 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292号 柳巧巧：本院受理原告
海纳电气有限公司诉被告天力管件有限公司、柳知
春和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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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本案定于
2022年1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一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方波：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
支行与方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
447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12月6
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万小成：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04民初
3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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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王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04民
初3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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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马文军：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04
民初3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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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高飞：本院受理原告李长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1)辽0304民初321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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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沈静：本院受理张健明诉沈静民间借贷纠纷(2021)辽
0304民初295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曲洪刚：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
立山支行诉曲洪刚信用卡纠纷(2021)辽0304民初4650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十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李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立
山支行诉李杰信用卡纠纷(2021)辽0304民初4654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关庆威：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
立山支行诉关庆威信用卡纠纷(2021)辽0304民初4652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周长清：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金
安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331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夏润润：本院受理陈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期满后第3日下午三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桑多庆：本院受理贺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初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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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彭娟娟、韦珊：本院受理原告钟铁平诉韦超、彭娟
娟、韦珊、杨又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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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7日10时00分在湖北省
仙桃市人民法院毛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遗失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信
息如下(姓名：李昌平，性别：男，出生年月：
1964年3月，单位：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编号：510608018，有效期限：2018.07.01-
2023.6.30)，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李昌平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唐山洁兔洗染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彦红、张爱
丽、张荣双、房国林、甄玉祥、古春茹、吴翠云、崔向
华、刘明明、赵秀艳、李志会、么明路、谢立超诉你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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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5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韩治通：本院受理邱琳洁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1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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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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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映南：本院受理张志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2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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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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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琰、张秀云：本院受理殷慧龙诉你们婚约财产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各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7日8：
30在本院31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吴卫兵：本院受理方应琴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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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亚飞：本院受理蔡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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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佩涵、刘易耕、刘炜：本院受理王路线诉你三人
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
状、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杜惠江、杜英侠：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
3698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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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占付：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孟庆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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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王兆江：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2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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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兰景瑜、李霞、兰春鹏：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7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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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李素荣：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0115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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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武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3758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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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邵正启：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程士
季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辽0115民初369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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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荣华、李富英：本院受理云南马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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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赵俊梅：本院受理杨春寿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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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刘良德：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5252号吴显华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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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巫美荣、刘青丽：本院受理戎本新与你们、佘义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183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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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伊迪纺织有限公司、周业龙：本院受理段景灿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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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淑华、吴金艳、姜兴云、佟丽敏、马长龙、王学森、王
学东、王静、单立坤、张红丽、李亚丽、温丽菠：本院受
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发信用社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165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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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6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海生：本院受理苗俊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203民初55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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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卢灿：本院受理韩新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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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万东、孙考伟：本院受理王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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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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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宋文芳：原告王永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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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山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杨红霞：本院受理原告宁通生诉你、伍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2384号应诉
通知书、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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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8日8时3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李洪，郑亚峰，重庆泰亨娱乐有限公司：原告段伟，张
荣江，周伟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定于开
庭传票送达之日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杨莲芳35050019771012354X：本会受理申请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被申请人杨莲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21]泉仲晋字42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附件、仲裁指南、选定仲裁员函，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举证、选定仲裁员期
限届满后当日，本会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5日内来本会
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
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19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会晋江
分会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逾期将依法裁决。

泉州仲裁委员会
熊雪莲362226197301200023：本会受理申请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被申请人熊雪莲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21]泉仲晋字44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附件、仲裁指南、选定仲裁员函，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举证、选定仲裁员期限
届满后当日，本会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5日内来本会领
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19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会晋江分
会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逾期将依法裁决。

泉州仲裁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谢新军(公民身份号码：3326231974****5950)、张蔷
(公民身份号码：2106241988****5845)：
  台州十月如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谢新军、张蔷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医疗美容活动案，
邱信兰、谢新军、张蔷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
事医疗美容活动案，毛美丽、谢新军、张蔷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医疗美容活动案，温岭
市箬横焦娇美容店、谢新军、张蔷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从事医疗美容活动案，温岭市太平
真彩化妆品店、谢新军、张蔷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从事医疗美容活动案均已调查终结。
  1、本局拟对台州十月如初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谢新军、张蔷作出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
法所得人民币贰拾捌万肆仟零捌拾元整、罚款人
民币陆仟捌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2、本局拟对邱信兰、谢新军、张蔷作出责令停止
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肆万捌仟捌佰肆拾
捌元整、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3、本局拟对毛美丽、谢新军、张蔷作出责令停止
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壹万肆仟捌佰
元整、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4、本局拟对温岭市箬横焦娇美容店、谢新军、张
蔷作出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贰
万零肆佰元整、罚款人民币玖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5、本局拟对温岭市太平真彩化妆品店、谢新
军、张蔷作出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人民币玖万玖仟零陆拾贰元整、罚款人民币陆仟
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温卫
医罚告〔2021〕132号、温卫医罚告〔2021〕148号、温
卫医罚告〔2021〕150号、温卫医罚告〔2021〕151号、
温卫医罚告〔2021〕15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的，你
们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进行
陈述、申辩或五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要求，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1年10月1日

寻亲公告

  朝民1306，男，殁年约30岁。该人于
2017年8月2日22时50分许由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送至我站接受
救助。后因急性心肌梗死(？)于2021年9月

29日16时06分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特此说明。
请其亲友尽快联系我站。自死亡当日起30天后无
人联系我站，将按相关规定处理该人遗体。(24小
时热线电话：010-84394991)

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