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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申请人台州天农铜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 民 泰 商 业 银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50372110、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
台州市多米乐农业机械厂(普通合伙)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7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博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 民 泰 商 业 银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49877143、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
为台州市亿顺模具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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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应普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50360414、金额为
30000元、出票人为台州应普机电有限公司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无锡乾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唐明炼：本院受理
无锡孟航五金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彭涛：本院审理原告刘东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 1 )苏0205民初
3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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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奥力必驰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拓驰新能源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亿锋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北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胡敏芝：本院受理无锡市锡山区安镇镇查桥川广
五金加工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02 0 5民初
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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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山区振国电动车厂、杨读鹏：本院受理锡山区查
桥骆氏车辆配件厂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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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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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刚、黄燕华：本院受理原告朱伯元与被告赵志
刚、黄燕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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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华夏中路6号)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倪毓清：本院受理高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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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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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振发铝镁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
市沃涛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与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472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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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世涛：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华世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2021)皖0422民初4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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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
证期限分别为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30日内，并
定于2021年12月29日0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陈多良：本院受理原告寿县梓坤置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多良、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
分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5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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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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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宋从炎：本院受理原告建湖县近湖汇鑫涂料经营
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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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925民初1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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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浙0382民初4133号 陈九谷、陈九廷：本院受
理原告梁涛与被告郑州久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陈九谷、陈九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的
期限和答辩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30日内
和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
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郑州久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梁涛
与被告郑州久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陈九谷、
陈九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举证通知书、补充证据、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届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8日
上午9时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全春户：本院受理莫锡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
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莫锡
华与被告全春户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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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志辉：本院受理原告湖北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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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刘永彦、杨建卫：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鹿泉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110民初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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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期满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张玲：本院受理原告刘汝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1202民初44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磊：原告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信用卡纠纷(2021 )皖0523民初4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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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和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王侠：本院受理原告王效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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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
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东方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颍上
县恒昌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2021)
皖1202民初1149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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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颍南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喆：本院受理杜存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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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起诉状副本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
起诉状副本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
月29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洋河法庭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吴方亮：本院受理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鄂1222民初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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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阜阳三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程现山、张锋：本院
受理张强仁诉你们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2021)
皖1202民初12780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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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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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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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冉明东：本院受理原告长顺县鑫欣电器经营部起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2729民初
92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民诉法第92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调解建议书、参诉须知、廉政监督卡、文书上
网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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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侯成玉：本院受理马云波诉你与李国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881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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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王峰勇：本院受理原告宋家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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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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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董万金：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菊海建材经
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 )青0105民初134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廿里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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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巩延勇：本院受理西宁开投科技发展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114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廿里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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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刘生吉：本院受理周正红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1年12月
6日14：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张开翔：本院受理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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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李绍男、吉林昌邑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张丽丽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2021)吉0202民初3566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2021)吉0202民初3566号
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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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31日9：10在本院
第六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李双双：本院受理胡志强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2民
初339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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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励红权、潘迪夫：本院受理宜兴市百合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282民
初30 5 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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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励红权：本院受理宜兴市百合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02 8 2民初
30 5 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
日起经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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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李志艳：本院受理李志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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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唐山好感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
利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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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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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李顺利：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及龚世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案件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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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12月27日9：30在本院
蒲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邓会军：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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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2021年12月27日14：30在本院蒲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罗孝梅：原告姚本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113民初4404号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
金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从
2021年6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二、驳
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张平善：本院受理西宁城北区鸿泰石业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赵鹏伟：本院受理西宁城北区鸿泰石业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祎财：本院受理青海隆跃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青0105民初222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杜长建：本院受理西宁城北君青物资租赁部
诉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杰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第三人杜长建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姜巍：原告戴琦诉许玉久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新青年(大连)婚礼策划有限公司：华夏外包服
务(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诉大连曦泽贸易有限
公司、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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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提出答辩状。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安凯：本院受理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娄良明：本院受理原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于录：本院受理原告王大言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半(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柳郁雁：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宾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姜啸霖：本院受理原告吕一品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10时半(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中山区十九度海鲜味道餐厅：本院受理申请
人大连市中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执行你单位行政非诉审查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行审63号
行政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
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葛列平：本院受理黄华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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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大连佳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德鑫
商行：原告中连瑞金(大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吴洋：原告回钦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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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张倩楠、张鸿明、广淑萍：原告张鸿亮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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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下午13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李勇夫、李秋萍、桑渤、桑勇、桑林：原告李
丽诉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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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14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国创科视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杨增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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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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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1283民初1422号 张晓兵：本院受
理原告奚荣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1283民初1422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限你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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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丝：本院受理原告程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上午8：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帅红云：本院受理原告魏元卫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0684民初187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魏元卫要求与你离婚的诉讼请求。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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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 0 2 1 ) 川0 9 0 3 民初20 5 9号 郭云通、段彩
琼、四川众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
被告郭云通、段彩琼、四川众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被告郭云通、段彩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
偿还借款本金121 098.5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按双方签订的
《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编号：【个】字【工】
行【遂宁】支行【2013】年【285】号)约定计付)；二、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有
权对被告郭云通、段彩琼所有的位于遂宁市
船山区燕山街126号锦城国际4层404号房屋[遂
房权证船山区字第02989 7 9号]折价或拍卖、
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078号 陈安强、甘燕清：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
行诉被告陈安强、甘燕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1.解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陈安强、甘燕清于2010
年9月26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
2.被告陈安强、甘燕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
偿还借款本金194 004.57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按双方签订的
《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编号：【个住】字
【遂宁】行支行【2010】年【672】号)约定计付)；3.如
被告陈安强、甘燕清未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有
权对被告陈安强、甘燕清所有的位于遂宁市
开发区飞虹街122号2栋25层2502号房屋[遂房权
证开发区字第0229136号，遂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0229137号，遂开国用(2013)第02768号]折价或拍
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154号 唐洪琼：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诉被
告唐洪琼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被告唐洪
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
透支本金49 925.92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
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
日始按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国工商
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支付至本金付
清之日止；2、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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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唐陆：本院受理原告王昭国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合议庭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法庭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遂宁银发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了罗长生诉遂宁银发房屋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审务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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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在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开发区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李和清：本院受理了原告遂宁市衡力建筑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和清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川0903民初2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解除原告遂宁市衡力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和清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四川
省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二、被告李和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遂宁市衡
力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自2013年12月30
日至2021年4月12日止的租金83 551.26元以及租
赁物维修费783.57元、缺损租赁物费用27元、装
车费用170.26元，共计84 532.09元；三、被告李和
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遂宁市衡
力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赔偿未归还的租
赁物赔偿款11 77 5 . 5 5元；四。驳回原告遂
宁市衡力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 100元，由
被告李和清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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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杨旌苹：本院受理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旌苹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903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杨旌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
支本金11 938.62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尚欠透支款本金为基数，从银行记账日起
按日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透支本金
付清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给付本金，利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杨旌
苹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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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王波：本院受理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
初28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波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遂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0
774.65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尚欠透
支本金为基数，从银行记账日起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透支本金付清之日止，
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元，由被告王
波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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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606号 苏旭：本院受理原告
刘前前与被告苏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31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苏旭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前前借款本金130050元
及相应利息(以13005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被
告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前前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十
四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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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 1 )苏0311民初6731号 徐州共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卢敏：本院受理原告伍永浩与
被告徐州共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第三人卢
敏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摊铺机租货尾款44 3 8 0元；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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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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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号 罗东海：本院受
理原告徐州市高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
罗东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设备租金41280元及违约
金(以41280元为基数，从2020年11月10日起，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律师费5000元，共计46280元；2、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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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公告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高飞、王志家：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
有限公司诉被告高飞、王志家合同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请为：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第一
被告高飞立即支付原告车辆规费等费用
人民币51535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元，
以上共计人民币535 3 5元；2、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第二被告王志家在上述款项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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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小丰：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高小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车辆规费
等费用人民币72200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74200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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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龙祥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诉
被告长春市龙祥经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截止到2021年8月31
日的贷款本息合计269，632.57元及自2021年8月
31日至实际还清借款日止新增的利息，按小微
企业微捷贷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
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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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丽、杨洪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诉被告张丽、杨
洪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判令被
告偿还截止到20 2 1年7月8日的贷款本金
277，306 . 1 9元，利息7，860 . 1 9元，本息合计
285，166 .3 8元及自2021年7月8日至实际还
清借款日止新增的利息，按个人购房担保
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判令原告拥有案涉
长春市朝阳区富锦路142栋4单元108号房屋拍
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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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蒋秀国：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蒋秀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车辆规费
等费用人民币55561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57561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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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文峰：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文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购车款等
费用人民币101185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03185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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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春光：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春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购车款等
费用人民币189819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91819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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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洪玉：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洪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购车款等
费用人民币135989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37989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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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宋臣：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公
司诉被告宋臣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车辆规费等费
用人民币72473元及利息暂计人民币2000元，以
上共计人民币74473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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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赵立波：本院受理原告吉林省亿鑫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赵立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购车
款、车辆规费等费用人民币141114元及利
息暂计人民币2 0 0 0 元 ，以上共计人民币
14311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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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姜红南：本院受理刘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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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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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娟、张永城：本院受理长春市下岗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小额贷款担保办公室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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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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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号 付九根：本院受
理原告新余市财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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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1431号 范小华：本院受理
原告新余市中深汽运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小华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赣0502民初143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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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0 )赣0502民9150号 崔时朝、徐楠：本
院受理原告黄四平与被告新余市渝水区袁河
街道办事处、江西省凯朝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朝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崔时朝、徐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赣0502民初9150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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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1663号 夏伟东：本院受理
原告新余市中深汽运有限公司与被告夏伟东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赣0502民初1663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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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1751号 范小华：本院受理
原告新余市中高投汽运有限公司与被告范小
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赣0502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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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67号 吴勇平：关于原告新余
皓烽工贸有限公司诉你、刘思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
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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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5822号 湖北皮皮鸭食品有限
公司、周春平：关于原告新余鑫明志蓬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582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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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张红亮：本院受理原告蔡丰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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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楼东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柴飞：本院受理宋治斌诉郭善豪、郭善维、柴
飞法定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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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13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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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张宏伟(公民身份号码：210 6 2 4 1 9 8 0 * * **
5818 )：你非医师行医一案，本局决定对你作
出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温卫医罚

〔202 1〕14 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向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送达后，你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 ，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1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