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zhengfazongzhi@１２６.com 编辑：朱磊 陈霄 校对：郭海鹏

江苏欣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顺齐美机械设备服务
部与你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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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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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卓斯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余志勇：本院受理森林水精密电子工业(苏
州)有限公司与你们承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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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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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雪娇：本院受理丘敬谦与你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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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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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志强：本院受理(2021)苏058民初9506号原告张成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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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誓山盟银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玉平诉被告常州海誉山盟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及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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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红杰：本院受理利星行机械(合肥)有限公司与你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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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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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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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春兴：本院受理利星行机械(南京)有限公司诉你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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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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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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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生：本院受理周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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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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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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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华晟泓业服饰有限公司、于志锋：本院受理昆山市陆家镇吉利文服装厂
与你们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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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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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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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素胜：本院受理周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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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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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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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荣、周娟：本院受理常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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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通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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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四)开
庭审理，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梁学金、徐为芬：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3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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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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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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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卫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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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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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根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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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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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同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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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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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志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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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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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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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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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四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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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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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新国：本院受理中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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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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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翠：本院受理中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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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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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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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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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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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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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梦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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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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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鹏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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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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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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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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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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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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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振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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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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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圆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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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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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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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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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彦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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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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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永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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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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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大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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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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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学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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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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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杨波、雷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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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苏
0583民初4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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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佩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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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苏0 5 8 3民
初4 5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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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正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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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苏0 5 8 3民
初4 6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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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艳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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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 苏0 5 8 3民初46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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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春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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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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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冲、吴小勇：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1 )苏0 5 8 3民初
4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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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少波、汪飘飘：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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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银国：本院受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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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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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祥：本院受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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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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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政：本院受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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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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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磊磊、牛潇潇：本院受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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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苏
0583民初4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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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本院受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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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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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路章、曹阳：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1 )苏0 5 8 3民初
4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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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可、李苗苗：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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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爱荣、姜桂兰：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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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金花电机厂：本院受理谢武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412民初5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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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局：本院受理吴剑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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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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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区青龙锦瑞小馆小吃店、金琳、张颜、王锋、高伟忠：本院受理常州
市龙景农贸市场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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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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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玉林：本院受理卢春龙与顾玉林及第三人蒋大伟、徐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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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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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三青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陈菊明：本院受理上海敖霞劳务派
遣有限公司与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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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起超：本院受理金刚与你损害股东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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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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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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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舜皓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华青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欧普特自动化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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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583民初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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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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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业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久恩金属制品(昆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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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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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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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方硕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利伟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葛民利、卢
善伟、廖小龙：本院受理江苏盛鸿大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
民初2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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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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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捷鸿运物流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北京中捷鸿运物流有限公司、崔家
泽：本院受理昆山市大未来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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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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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刚：本院受理周皋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2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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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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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建华：本院受理金建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402民初3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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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田宝林：本院受理王亚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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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402民初3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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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蔡琳：本院受理谢灵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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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402民初3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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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嘉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银鼎工程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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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
陵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苏州泊拉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一间宇宙(北京)文化有限公
司诉你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6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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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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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中崛燃气有限公司：原告自贡东方通用压缩机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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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洪岗：原告雷松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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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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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庭照：原告舒平诉你、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川0311民初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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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红卫：我院受理张灵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你名下位
于周口市川汇区人民路中段万鑫苑西区6号楼二单元3-4层西户房屋的
价值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通知书，望你在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
利，我室将在你方缺席情况下随机确定鉴定机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应由你方承担。我院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汤春孝、方家：原告自贡市沿滩区元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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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学：原告李忠超、杨建国、刘成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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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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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崔灿：原告徐跃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 )豫0781民初1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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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2021)冀0191民初2292号
张晓盼：本院受理石家庄开发区瑞国钢模板租赁站起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请求贵院判决二被告在
原告诉河北顺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二被告给付原告租赁费本金74920元，利息13850元，承担石家庄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191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
860.5元，迟延履行金16323元，合计105953.5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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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8号
李综综：本院受理赵立志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1、请被告偿还借款25000元。大写贰万伍
仟元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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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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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沣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债权人)将其合法拥有的《委托贷款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浙民泰商银2016年委

借字第DK051616001252号、浙民泰商银

2016年委借字第DK051616000713号)项下

对中国城建开发有限公司(债务人)的债权

转让给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并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与担保人，请债务人和

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债务人、担保人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沣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0月20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青岛亚星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2月17日，原胶州

市国土资源局对位于胶州滨海路南、东三路

东的72535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你单位参与竞买并竞得该地块。2012年2

月17日，你单位同原胶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胶国土交字【2012】07号《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但你单位未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签

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同原胶州市国土资

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且未缴纳剩余土地出让金。

  你单位在《竞买申请书》中承诺“如能竞

得，我们保证按时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和《胶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否则，我单位不要求返还前期所缴

资金，愿意缴纳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违约赔

偿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你单位同原胶

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约定“双方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持《成交确认书》与胶

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竞得人不履行本《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约定，均视为违约，对违约者不予退还前期

所收取竞买保证金和定金，出让人有权取消

竞得人资格”。

  因你单位未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约定的期限内同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显然违反了上述约定

和承诺。

  2019年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原胶州市国

土资源局的土地出让相关职责由我局行使。

我局于2021年7月2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你单

位送达关于拟解除胶国土交字【2012】07号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告知函，又于2021

年8月3日在《法治日报》通过公告方式向你

单位送达关于拟解除胶国土交字【2012】07

号《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告知函，你单位

未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

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我局基于上述事实，根据《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二十条

第三款“中标通知书或者成交确认书对出让

人和中标人或者竞得人具有法律效力。出让

人改变竞得结果，或者中标人、竞得人放弃

中标宗地、竞得宗地的，应当依法承担责

任。”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

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

34号)“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

内签订出让合同……受让人逾期不签订合

同的，终止供地、不得退还定金。已签合同

不缴纳出让价款的，必须收回土地。”及挂

牌出让文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须知》中明确的“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

为违约，挂牌人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买

保证金不予退还”等的规定，现通知你单位：

解除胶国土交字【2012】07号《挂牌出让成交

确认书》，竞买保证金(定金)人民币15000000

元不予退还。

  你单位如对本通知不服，可在收到本通

知之日起60日内向胶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胶州市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0日

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解除胶国土交字【2012】07号《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通知

２０21年10月20日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张胜旗

　　“为检验干警学习《制度汇编》效果，请

各部门以‘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考什么’

为原则，根据《制度汇编》内容建立题库，划

定考试人员范围，确定考试时间，采取网上

答题形式组织考试……”近日，《法治日报》

记者从山东省历山监狱的门户网站通知栏

里看到这样一则信息。

　　这是历山监狱加强法治建设的一次生

动实践。

　　历山监狱作为一所“年轻”的监狱，自2018

年5月转型关押女犯伊始，就将打造“平安、法

治、文明、和谐”新美历山作为发展愿景，“法治

历山”则是推动监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法治引擎如何驱动？历山监狱党委书

记、监狱长丰帆介绍说：“法治引擎，就是要

实现法治文化、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引领，使

讲规矩、讲程序，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成为

‘新风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监狱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张清单”让执法有力度

　　“通过这次考试，我对自己的岗位职责

更加明晰，对用到的规章制度心知肚明，干

工作更有底气了，知道哪些事该做，该怎样

做，哪些不该做，做了会有什么后果，承担什

么样的责任，依法依规履职的自觉性更强

了。”干警侯仲荔告诉记者。

　　完善的执法制度，是规范监狱执法活动

的基本前提。历山监狱以规范约束权力运行

为突破点，着眼于“管用、实用、常用”原则，

用制度规范监狱工作，围绕政治引领、党风

廉政、现代警务、狱政管理、公正执法等十项

重点业务，连续三年立、改、废，形成横到边、纵

到底、全覆盖的执法制度体系、长效工作机制。

目前，已制定制度160余项，修订编印成册2版，

绘制操作流程40余件，确保了干警有章可循、

执法有据，为监狱发展筑基垒台、立柱架梁。

　　据介绍，该监狱还建立了“三张清单”管

理体系。“正面清单”明确岗位、职责、目标、标

准、流程等，重点突出正向达标；“负面清单”列

明风险点、问题、隐患、短板等，重点突出风险管

控；“亮点清单”体现创新、特色、亮点、加分项

等，重点突出历山品牌。

　　同时，围绕“三个清单”，构建起“凡事归格、

以事定岗、以岗找人、人尽其责”的“一张网”，实

行全员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定岗定格定责定人，

实现监狱工作纲举目张、执本末从的效果。

法制保障让执法有深度

　　走进历山监狱法制办公室，书橱内整齐

地摆放着装订好的招标文件、合同会审单、

案卷材料等。法制办主任王家辉正组织生活

物资批次招标工作。

　　“凡物资采购工作，必须进行招标，由法

制办严把项目立项、招标采购、合同审核‘三

道关口’，确保程序依法合规，资金、资产安

全，物资质优价廉。”王家辉说，组织物资招

标采购只是法制办的职责之一，还有为重大

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

性审查，承办涉访涉诉案件等。

　　据介绍，自转型以来，该监狱始终秉持“专

业的部门，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全省监狱

系统率先成立“法制办公室”，由具有法学背景、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干警具体承办法治工作。

　　“感谢监狱提供这次机会，让我们深入

了解家人在监狱内真实的服刑改造生活，也

更加理解监狱民警的辛劳付出，今后将继续

支持配合监狱工作，叮嘱家人安心改造，早

日回归社会和家庭。”2021年4月25日，一名服

刑人员家属通过历山监狱举办的“亲情促

改·感恩前行”监狱开放日活动，视频参观了

服刑人员生活、改造、劳动现场。

　　监督是权力正确行使的根本保证。近年

来，历山监狱紧紧抓住执法权力制约监督这

一关键环节，常态化举办“监狱开放日”活

动，聘请社会各界人士担任监狱执法监督

员，每季度举办监狱开放日活动，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不断提高监狱公开、透明程度，推

进阳光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

　　同时，历山监狱不断深化党务公开、政

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办理罪犯减刑假释

等案件，落实集体合议和公开公示制度，加

强检查督察力度，全面做到案件办理零违

法、零违纪、零违规，让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

项工作、每一起执法案件中。

多措并举让执法有温度

　　服刑人员王某在离婚诉讼一案中咨询

该监狱六监区副监区长兼法律服务联络员

杨茂侠，寻求法律援助。为此杨茂侠多次与

省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联系，并数次赴临

沂兰山区法院了解情况，代表服刑人员向法

院提出申请，在多方帮助下，最终为其争取

离婚财产46000余元，王某感激万分。

　　这得益于该监狱于2018年成立的山东省

法律援助中心历山监狱工作站。如今，在历

山监狱，随时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服

务已成常态。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

旨’是监狱工作方针，当前，人民群众对监狱

执法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执法不但要有力

度，更要有温度，注重理性执法、文明执法，努力

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历山监狱政委赵鸿雁如是说。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因现场会见暂

停，服刑人员思亲挂家情绪严重。为稳定服

刑人员情绪，促进其积极改造，历山监狱创新

思维、开拓思路，利用信息技术开通移动视频

会见系统，为服刑人员与其家庭之间架起一座

“亲情桥梁”。目前，约有880名服刑人员家属进

行了注册，388人次进行了视频会见。

　　同时，该监狱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法

理念，成立法治宣传队，主动扛起“谁执法谁

普法”的责任。目前，法治宣传队已经开展多

次法治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累计受

众约1500人。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历山监狱继续

坚持让法治成为时代基色，让法治奏响最强

音符，让法治熔铸为根植于内心的信仰，推

动监狱事业破浪前行、续写辉煌，为建设平

安山东、法治山东积极贡献力量。”丰帆说。

驱动法治引擎 擦亮法治名片
山东省历山监狱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监狱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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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维 受国务院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对

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研

究，并于近日发布《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

状况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知

识产权发展迅速，具备了向知识产权强国迈

进的坚实基础。

　　从《报告》评价结果来看，自《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综合

实力实现了快速跃升，2020年全国知识产权

综合发展指数从2010年的基期值100提升至

304.7，年均增速11.8%。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

的特征：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显著提升，全

国知识产权创造指数从2010年基期值100增至

2020年296.5，年均增速达到11.5%，知识产权创造

产出快速增长，创造质量和效率均得到稳步提

升。二是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加速显现，全国知识

产权运用指数从2010年基期值100增至2020年

267.4，年均增速达到10.3%，知识产权运用规

模逐步加大、运用效益大幅提升。三是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全面加强，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

2010年基期值100增至2020年339.9，年均增速

达到13%，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

大、行政保护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效果

显著。四是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大幅改善，全

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从2010年基期值100增

至2020年315.3，年均增速达到12.2%，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能

力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加强。

　　综合判断，《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把

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

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从地区评价来看，2020年广东、江苏、北

京、上海、浙江和山东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

数得分排在前六位，其中广东、江苏和北京

均超过80分。

《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发布

□　新华社记者 刘敏 陈国洲 周文冲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

阳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地标。

　　七八十年前，一群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

抱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壮烈情怀，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

的政治智慧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复杂的环境中不畏强敌英勇斗争，

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不折不挠　宁死不屈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

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满怀对新中国无限向往，江竹筠等革命志

士壮烈牺牲。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初期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

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后来者。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方局教

育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江竹筠、陈然等共产党员，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伟大的红

岩精神，渣滓洞、白公馆都留下了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如今的渣滓洞监狱旧址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从各地

而来缅怀英魂、重温历史。面对阴森的囚室、可怖的刑具，人们不禁发问：

生命诚可贵，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牺牲？

　　答案，正是信仰！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在狱中写下《我的“自白书”》慨然赴死，以生

命履行对党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罗世文等同志在狱中秘密组建临时党支部，带领难

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

　　……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和不幸就义的烈士，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

死的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坚定信仰。在坚定理想信念的指引下，革命志士在荆棘丛生之

地挺起腰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写下悲壮而光辉的篇章。

坚若磐石　永不变色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保存着三块银元。年代久远，银元已经布满岁月痕迹。

　　1941年，共产党员肖林在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党组织“下海经商”的指示，为党的活

动筹措经费。当开办的公司完成其使命时，肖林夫妇一次性上交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结余资金和

折合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这三块银元，见证了红岩精神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员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严以修

身、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红岩精神之所以可贵和特殊，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

践中。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员同志们身处特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既要与敌人斗争，还要结

交社会各界朋友；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复杂局面；既要随时经

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对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的诱惑。

　　面对如此种种，怎样才能保持初心，不迷失、不变色？

　　纪律，约束普通人的行为；而信仰和品格，能让人在缺少外界约束时，坚守本色。

　　1943年3月，在农历45岁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 包括“努力工作，要有

计划，有重点，有条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7条。责任担当、价值追求、精

神风貌、政治品格……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精神品格遗产。

　　根据红岩烈士们狱中意见提炼总结出的“狱中八条”，直到今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这

些珍贵的纪律，是革命者用鲜血书写的忠诚，是留给后人求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之

一，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

铭记精神　永远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

挺立潮头。”

　　无论是烽火岁月浴血奋战，还是和平年代无私奉献，一代代英雄儿女经历了多少坎坷，付

出了多少牺牲，才铺就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复兴之路。他们的脊梁，顶天立地；他们的

事迹，气壮山河；他们的精神，光照未来。

　　今天，在共产党人信仰的旗帜下，在红岩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人作出无悔的选择———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师者张桂梅帮助1800多名女孩考入大学走出大山。她说：“江姐

是我一生的榜样，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20多天的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丰文派出所民警

潘继明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51岁。这位老党员用生命诠释了入警仪式上的誓言：“在红岩精

神指引下，为百姓平安忠诚奉献，竭尽全力！”

　　……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命志士和时代楷模用忠诚、汗水，甚至生命写就的事

迹，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鼓舞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

传，让宝贵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

一定能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奋勇向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