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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报讯 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

阶段会议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昆明滇池国

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充分利用云南民

族村景区夜间环境条件及多媒体科技展示

方式，以“流光溢彩夜更美”夜游活动作为景

区提质增效的突破口，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与生物多样性融为一体，全新打造集观赏

性、娱乐性、体验性于一体的民族文化光影

主题乐园，向世界呈现七彩云南的美丽形

象。同时，围绕夜景、夜娱、夜购等6个维度，填

补民族村夜间市场空白，让夜间的民族村更

加绚丽多彩。

  连日来，安宁市太平新城管理委员会切

实做好“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工作，为

COP15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一是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工

作。二是强化市容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三是弘扬志愿服

务精神，开展倡导生态文明、垃圾分类宣传

志愿服务活动。四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安全宣传活动，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曹霞 杨武  

昆明多措并举为COP15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本报讯 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严防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发生，广东省河

源市东源县禁毒办近日联合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县城重要路段开展毒驾清查行动。工作

人员在县城主要路口、高速公路检查站设置

检查点，对过往机动车驾驶员进行尿液毒品

检测。同时，向驾驶员讲解毒驾危害，引导驾

驶员自觉抵制毒品诱惑，拒绝毒驾。此次行动

共出动警力30余人，检查车辆100余辆，对50

余名机动车驾驶员进行尿检，未发现吸毒人

员，在消除毒驾安全隐患的同时，营造了良好

的社会治安环境。        朱雯婷

东源部门联动开展毒驾清查
  本报讯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禁毒协

会积极创新禁毒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当地文

化资源，在辖区广场、社区和农村广泛开展

禁毒文艺宣传活动。县禁毒协会创作禁毒广

场舞、鬼步舞、太极、三句半、快板等一批具

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艺节目，在寓教于乐的

同时，让群众接受禁毒教育，加深对毒品危

害性的认识。演出结束后，禁毒志愿者向观

众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讲解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进行禁毒知识问

答，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禁毒知识的热情，营

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     刘金昌

翁源开展禁毒文艺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广

东省东莞市麻涌镇禁毒办近日联合市公安局

麻涌分局义警，在麻涌中学开展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其间，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展示仿真

毒品模型等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及禁毒

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同学们认清毒品危害，为

创建平安无毒校园贡献力量。下一步，麻涌镇

将常态化开展禁毒手抄报展览、禁毒征文比

赛、禁毒知识竞赛等一系列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禁毒意识

和法治观念。             孔锐峰

东莞麻涌镇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科学普及禁毒知识，有效防

范毒品滥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

禁毒办近日联合街道网格办、派出所，开展防

范毒品滥用宣传教育活动。其间，工作人员通

过摆放禁毒宣传展板、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

多种形式，深入揭示滥用毒品和新精神活性

物质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普及常

见麻精药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部分复

方制剂药品、毒品的双重属性；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牢固树立“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生活理念，激发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马力 黄峰  

盐城盐龙街道开展防范毒品滥用宣传

李磊：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被告李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
公司代偿款43，274.96元及违约金(以43，274.96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2019年
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7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即15.4%计算。)；二、被告李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4，328.04元；三、驳回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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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5.00元，由被告李磊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林乐龙、韩雪：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诉你二人及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
12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韩雪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2，000.00元；二、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保险代位理赔款62，633.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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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707.00元，由被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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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温志强：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温志强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45，155.75元及违约金(以45，155.75元为基数，自2017年5
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7月20日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即15.4%计算。)；二、被告温志强于本判决生效
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1，436.24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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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2.00元，由被告温志强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吴爱民：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76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吴爱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28，289.61元及违约金(以28，289.61元为基数，自2017
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7月20日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即15.4%计算。)；二、被告吴爱民于本判决生效
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1，800.49
元；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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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00
元，由被告吴爱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潇隽：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192民初176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杨潇隽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26，523.77元及违约金(以26，523.77元为基数，自2017
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19年7月20日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即15.4%计算。)；二、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00元，由被告杨潇隽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郑凌宇：本院受理原告徐云洁与被告任梦雪、郑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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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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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春蓉：本院受理原告周云喜与被告肖春蓉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果，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通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镇江新区鸿业精密机械厂：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新城海洋钢管租赁站诉被
告镇江新区鸿业精密机械厂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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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
内容：被告镇江新区鸿业精密机械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镇江市
丹徒区新城海洋钢管租赁站租金91354.9元(租金计算至2021年5月24日。)】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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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艳琴：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4335号原告王标与被告徐艳琴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崔金好：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4867号原告孟小丽与被告崔金好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贾晓茹：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台城金霞冷冻食品批发部与被告贾晓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2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贾晓茹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告东台市台城金霞冷冻食品批发部支付
货款96620元及违约金19324元;二、驳回原告东台市台城金霞冷冻食品批发部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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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38元，公告费700元，合计3338元，由被告贾晓茹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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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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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景阳：本院受理原告刘雪花与被告景阳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981民初1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予原告刘雪花与被告景阳离婚。案件受
理费24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940元，由原告刘雪花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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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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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肖辉：本院受理原告姜彦与被告肖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2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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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徐应军：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5378号原告东台市冀东水暖器材批发部与被告徐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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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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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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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林云勋：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4500号原告东台市安丰镇久达服装厂与被告林元
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等。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判令：一、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79300元及利息(以
79300元为本金，从2019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东台市人民
法院安丰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河南阳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苏三岭：本院受理原告冯冲诉被告河南阳城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苏三岭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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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6682号 黄佳敏、黄捡生：本院受理原告新余市三石建筑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黄佳敏、黄捡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
0502民初6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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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0号 胡金芽：本院受理原告饶根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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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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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张兴卿：本院受理原告贺忠香与被告陈林、张兴卿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0902民初2362号民事裁定书、变更申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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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五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李小龙：原告李肖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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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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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杜德伟：原告王兆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1324民初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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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欢：原告郑仰森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鲁1324民初8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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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鲁1324执3167号 任广志、戚义侠、高海洋、任虹郡、焦庆、潘云明：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山东兰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你于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偿还借款本息、
报告财产等义务。逾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恒昌：原告任广芝诉被告赵恒昌、赵龙、赵坤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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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建军：原告肖雅丹与被告王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鲁1324民初6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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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刘俊广：原告山东鼎力融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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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1324民初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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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鲁1324民特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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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喜与赵大爱系同胞兄妹关系，赵喜患有精神残疾障
碍，自2013年秋离开本村一直下落不明，且其户口已被公安机关注销，请求宣告赵喜
死亡。下落不明人赵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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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喜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喜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喜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周应煌：本院受理邢广田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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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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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颖：本院受理何建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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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宏、李咏：原告苏维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 )鄂0683民初3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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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林：原告邓明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123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郑婕：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杨仲书：原告王德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1002民初3568号，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传票、诉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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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凌家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颜茂林：原告吉秀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
1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范国波、冉龙启：本院受理冯晓玉诉你们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中
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2021)浙0411民初3936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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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张亚珂：原告李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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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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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少帅：原告嘉兴水果市场天顺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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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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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允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嘉兴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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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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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区河海伀茚五金店、胡中银、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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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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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春、赫永富：原告浙江百大通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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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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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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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得华：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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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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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伟：原告姜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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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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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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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来：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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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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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荣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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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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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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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王雪：原告浙江百大通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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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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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送达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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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原告蒋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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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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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罗蕾莱服饰有限公司：原告周顺放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蒋艳：原告汤小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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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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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长水法庭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曾静：原告郭术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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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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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米路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鞠婧祎诉你肖像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6220号，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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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南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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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伟荣：原告冯国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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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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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发清：原告吴建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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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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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金波：原告王炉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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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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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明：原告嘉兴市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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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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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斌、孟丽：原告浙江凝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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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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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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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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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娟、高亚强：原告浙江凝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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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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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英：原告袁绪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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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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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军：原告梁培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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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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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玉梅、嘉兴市南湖区凯依迪服装厂：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湖区支
公司诉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中心支公司及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
民初5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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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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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维顺、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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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旭：原告孙德胜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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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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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红：本院受理孙阳洋与濮尔福、第三人孙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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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天宁区茶山荣信健身中心：本院受理李洁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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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宁分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广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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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当事人书、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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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静：本院受理陶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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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矽钛照临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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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管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宝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彩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2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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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广西梧州万汇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农云嫦、万灿坤、万燕坤：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
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4515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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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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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万汇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农云嫦、万灿坤、万燕坤：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
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4517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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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13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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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全盛达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廖全、吴盛平：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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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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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下午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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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钧盟眼镜有限公司、陈君华、李婷婷：本院受理苏州科涂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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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
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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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下午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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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体功：本院受理范良田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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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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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0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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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亿速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汤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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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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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宝华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邓梅英、方云军、覃爱银：本院受理北京三一
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2021)苏0583民
初14512号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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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下
午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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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春：本院受理顾锡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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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2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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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云良：本院受理邓凯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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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刘阳阳：本院受理刘纪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豫0711民初2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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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崔萍：本院受理黄钟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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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0711民初2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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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卫辉市凯亿劳务有限公司、谢国彦、杜雁辉：本
院受理王朋诉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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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杨五良：本院受理邓明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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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陈玉刚：本院受理柯智力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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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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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下午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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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威净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朱红娟：本院受理格上租赁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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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举证材
料、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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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下午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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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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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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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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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正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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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8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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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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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8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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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燕、丁晶、丁志成：本院受理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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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苏05 8 3民初
12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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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浩：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6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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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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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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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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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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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雨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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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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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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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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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丽洁：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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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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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浩：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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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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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丹：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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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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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平：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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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守娟：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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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金元：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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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文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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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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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俊龙：本院受理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5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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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雷山：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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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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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金钟、高寒、冯光辉、李雪莲、王浜友、莫新贤、刘志斌、栾爱霞、牛新东、吴会州：本院受理
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曹金钟【(2021)闽0206民初12889号】、被
告高寒【(2021)闽0206民初12890号】、被告冯光辉【(2021)闽0206民初12891号】、被告李
雪莲【(2021)闽0206民初12901号】、被告王浜友【(2021)闽0206民初12902号】、被告莫新
贤【(2021)闽0206民初13074号】、被告刘志斌【(2021)闽0206民初13075号】、被告栾爱霞

【(2021)闽0206民初13076号】、被告牛新东【(2021)闽0206民初13077号】、被告吴会州
【(2021)闽0206民初13078号】信用卡纠纷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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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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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宣传教

育与公法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仙居县委县政府共同承

办的基层治理法治化、智慧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在京召开。来自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北京市

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实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了仙居通过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情况。仙

居从信访矛盾纠纷入手，开发应用即时感知、多元调处、

责任监督、考评反馈、监督研判的“五环智控”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系统，整合法治、自治、德治、专业等多方力量，推

动基层治理向数字化、系统化、精细化转变，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仙居样本”，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探索更

多可能性。

　　在交流环节，与会专家表示，信访矛盾是基层矛盾调

处化解的重要部分，信访矛盾调处化解的传统经验与信

息化手段的结合是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前端尝试。未来

矛调智能系统的应用与完善需做好与国家信访系统的对

接与兼容，实现顶层设计指导与基层经验总结推广的良

性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在总结致辞

中指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在于基层社会建设，政府应

统筹推进基层治理与基层建设。在具体路径上，宏观层面

要尊重基层社会的自发秩序与运行规律，避免因不合理

的、过度的干预催生、激化社会矛盾；微观层面要重视村

民小组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打通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最

后一环、关键一环。

　　研讨会上，实务部门和理论界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

交流，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与建议，为基层治理改革创

新和建设发展贡献智慧，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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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重庆铁路公安处在重庆北站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筑

牢网络安全防线。图为民警为旅客讲解黑客产业链示意图。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胡勇 摄  

□　本报记者 张博

　　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塔城市新

城街道哈尔墩社区，仿若置身一场多民族创意画

展：居民院落外墙上生动地还原了多民族大家

庭和谐融洽的生活场景；多民族家庭的门牌

上，用石榴籽标注出组成该家庭的民族数量。

　　近日，哈尔墩社区党总支书记巴哈尔古力向

《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哈尔墩社区是个典型

的多民族居住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14个民族组成，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家庭占总户

数的30%以上，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嵌入式社区环境，居民间极少发生矛盾纠纷。”

认领一个“微心愿”

　　哈尔墩社区不到20人的社区干部队伍由6个

民族组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综治信访、

民政事务等一站式服务大厅，形成教育、管理、培

训、展示、服务、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承

担政府委托的社会事务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等。

　　据介绍，居住在哈尔墩社区但不属于社区

党支部的在职党员，也会参与到服务社区的

“3+X”活动中。“3”即完成3项规定动作，包括

认领一个服务社区居民的“微心愿”清单、开展一

次志愿服务活动、提出一条社区建设合理化建

议；“X”是自选动作，即协助社区党组织开展党

员分类管理、进行国家政策法规宣讲等活动。

　　“‘ 3+X’活动逐步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共同推进社区党建进程，更周到地服务

居民。”巴哈尔古力说。

系上一条“红丝带”

　　3月27日，塔城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哈尔

墩便民警务站民警塔勒哈·加尔肯巡逻走访时

发现，刘桂兰奶奶家的窗户上挂起了红丝带，便

迅速前去查看。原来，刘奶奶的备用药用完了，因

行动不便非常着急，塔勒哈立即驱车前往市内指

定药房为老人购买了药品。“警务站给的这根红

丝带真管用。”刘奶奶逢人就夸。

　　一条红丝带，架起警民间沟通的桥梁。从

2020年开始，哈尔墩便民警务站针对辖区老年

人、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定制了专属

红丝带，需要帮助时就将红丝带系在明显的地

方，巡逻民辅警会第一时间赶到。截至今年8月

底，警务站共接受“红丝带”求助72起、紧急求

助8起，帮助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体解决实际问

题100余件。

　　零距离服务群众，是哈尔墩便民警务站不

变的追求。塔城市公安局着力构建“警社村联动”

的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推动警务前移。民辅

警与社区、村队党员干部一起坚持入户走访，广

泛收集社情民意，记好“民情日记”，一起成立志愿

服务队，参与社区扶贫帮困、人居环境整治等公

益活动。警务站与社区、村队定期召开“居民议事

恳谈会”，并将会议反映的问题细化分解、落实反

馈。警务站服务窗口与村队、社区合署办公，实现

部分公安业务一次办理，设立24小时警务自助服

务区和公安代办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塔城市司法局开展的“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也与哈尔墩社区建立了精

准对接，派驻社区的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充分发挥法律知识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等作

用，每月到社区提供不少于8个小时的法律服务，

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法律顾问坚持线

上线下相结合，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公证等指

引服务，让法律意识根植于群众内心，养成依法

维权习惯，力求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摆出一张“长桌子”

　　从2014年开始，每逢重大节日，哈尔墩社

区都会开展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邻里节百家

宴”活动。在居民家里摆出一张“长桌子”，来自14

个民族的居民摆满民族美食，大家欢聚一堂载歌

载舞，互相品尝美食，共同庆祝节日。各民族之间

通过饮食交流、文化碰撞，拉近了距离加深了了

解，也极大地减少了发生邻里纠纷的可能。

　　除了开展日常民族活动外，哈尔墩社区按

照楼房和平房集中的不同区域划分出两大网

格，每个网格内设置网格长、联户长、单元长分

区域管理。除网格长由社区干部担任外，其他

负责人会在基层群众中选派，对社区居民起到

模范带头作用。网格内各负责人之间形成常态

化沟通机制，共同调解邻里纠纷，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共创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

□　本报记者     付萌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

斯县兰州湾镇八家户村位于镇域中部，地处玛

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这里芦苇摇荡、候

鸟栖居，是“赏风光、观候鸟、品美食、摘果蔬、

钓鲜鱼”近郊休闲旅游的特色小镇。除了风光、

美食，这里的法治乡村建设也很有特色，村

（居）法律顾问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席律师，我儿子给别人开车一直拿不到

工资，都5年了，只有一张欠条，有什么办法吗？”

“席老师，麻烦您审一下这份协议，有个地方要修

改。”类似这样的询问信息，席建江每天都会收到

很多，他不厌其烦，有问必答。在席建江看来，为

村民解决了困难就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

　　2018年，席建江从玛纳斯县公安局民警岗

位退休，按照法律规定，于两年后成为玛纳斯

镇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法律顾问，负责八家户

村、下轿子村、夹河子村、王家庄村等村的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

　　据席建江介绍，他平时主要为村民提供法

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依托乡（镇）村（社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处理各类民事、经

济纠纷，为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帮助，进行法律

宣传。另外，还为基层决策审核把关，比如遇到

村规民约制定修改、承包合同等重大村务事项

时，都会深入参与并提供法律意见。

　　自2020年担任法律顾问以来，席建江共代

理案件26件，提供代书服务36件，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100余件，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服务单位提出法律意见10余条，参加各种法律

讲座、法律宣传活动10余次。

　　一起雇佣关系侵权案件令席建江印象深刻，

也让他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2020年10月，村民侯某某购买了一台采棉

机，雇佣一名驾驶员从事驾驶工作。在一次维

修采棉机时，驾驶员受伤。侯某某积极为伤者

治疗承担了医疗费，在席建江的主持下，二人

初步达成调解意向。不料几日后，伤者聘请了

一名律师起诉侯某某，提出8万余元人身损害

赔偿金。侯某某只得再度向席建江求助。经仔

细研究，席建江发现原告方提供的工伤鉴定不

符合雇佣关系侵权伤残鉴定标准。最终，法院

判定，侯某某只需赔偿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案

件审结后，村民无不对席建江连连称赞，他与

村民之间的感情也更亲近了。

　　对于“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起到

的积极作用，兰州湾镇党委书记刘国胜深有感

触。他说，以前村民遇到难题不知道找谁咨询，

导致问题解决得不及时，难免心有怨气。现在，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遇到一些法律纠纷也不再如“没头苍蝇”一样，

而是习惯性地咨询法律顾问。在长期的良性互

动中，村民与村法律顾问间的工作黏性显著增

强，各类矛盾纠纷大大减少。村居法律顾问除

了化解矛盾纠纷外，还定期在服务村举办法治

讲座，结合实际以案说法，引导群众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通过村民说事日、四

议两公开，审查重要项目合同、村规民约等途

径对基层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将大量矛盾纠纷

的化解引向法治轨道，有力提升了村内各项事

务的法治化水平。

　　八家户村是昌吉州乡村法治建设的一个

缩影。据记者了解，2014年以来，昌吉州经过不

断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在昌吉州落地生根，并在

全州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中按照精通涉

农法律事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标准，精挑接地

气的专业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行政村（社区）

的法律顾问。目前，全州基本实现村（社区）法

律顾问全覆盖，筑牢了法治社会根基。

哈尔墩社区百家宴上百家欢

法律顾问进村居化解矛盾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