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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周细锋：原告黄芳芬诉你、罗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21)粤1427民初900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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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赵建设、赵棋彬：本院受理吴时楷诉你、第三人赵棋
彬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三个月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逾期按放弃举证权利处理。定于2022年3月
1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由审判员陈谦雁担
任审判长，与随机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若不按时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石彩霞：本院受理王晓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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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吴双喜、罗红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阳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 0 2 1 ) 皖1 7 2 3民初
1353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缴纳
诉讼费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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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汪美华：本院受理原告孙满怀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2344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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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2日08：3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谢志军、郭艮娥：本院受理邯郸市向诚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1)冀0432民初9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道交团队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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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万光碧：本院受理夏国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黔2322民初427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风
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三个规定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赵衍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 1 )桂
0703民初3442号，公告开庭时间有误，现将公
告开庭时间2021年12月23日15时30分更正为
2021年12月29日8时30分。特此更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与上海岐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1 )桂0703民初3094号，公告开庭时间
有误，现将公告开庭时间2021年12月20日15时30
分，更正为2021年12月29日15时30分。特此更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胡广仓：本院受理韦金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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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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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林海峰：原告黄丁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21)粤1427民初876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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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海北州亚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乔宏诉林
伟青及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2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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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 2 1年7月20日刊登的被告初长
海、朴春光公告中，公告送达的材料还应添加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书。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周媛：本院受理杨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723民初1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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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王云军：本院受理张永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12221号民事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欠张永臣借款39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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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银丰：本院受理阜阳市万事达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 2 1 )皖12 0 2民初682 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何家炼：原告储德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
0381民初10445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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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
内，定于2022年1月24日14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6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贵州龙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谭仕
武与贵州龙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0102民初7333号，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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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曾光宏：本院受理刘光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黔2324民初1813号，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开庭传票，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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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凯翔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分公
司：本院受理宋孝奎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1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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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伊特莱衣柜经销部：本院受理
青海万佳家博园商贸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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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佳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经天
古中医研究院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民初144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钟正高：本院受理蕉岭县郑记建材五金经营部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粤1427民初7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徐添生：本院受理戴云、曾旋珍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粤1427民初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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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陈刚：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粤1427民初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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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梅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刘伦强：本院受理杨吉芬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旺草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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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22破4号 本院根据郑晓儒的申请，
于2021年10月9日立案受理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1年11月28日前向浙江新瑞薄板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163
号四楼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马剑航：
15888932220；吴坷翔：13396889158)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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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的规定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日上午9时在
缙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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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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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派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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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大连市沙河口区工业总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大连
星海融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被申请人)物业
合同纠纷【2021】大仲字第551号一案，现向你
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
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
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
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
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满后第17
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
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地点为本委第二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京融资产管理(大连)有限公司、大连中实投资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的佟云华与你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
[2021]大仲字第505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山西三岛输送机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中
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委[2020]大仲字第24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袁震：本委受理的[2019]大仲字第433号案件，申请
人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沈琳、袁
震、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委[2019]大仲字第43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韩艳荣：本院受理崔国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刘备备：本院受理崔凯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5民初16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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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苑敬坤：上诉人张峰就(2020)冀1125民初1811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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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赵兴华、崔宝顺、林晶、田金龙、张兵、顾千、李廷宇、
于华、孙策、教巍彤：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第三人参
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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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朱云霞：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马金林与原审被告大冶
市正钦矿业有限公司、朱其钦、朱云霞合同纠纷一
案，因本院决定再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惠亚林：本院审理原告陈忠贤诉你方、段向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段向华不服本院
(2021)苏0205民初98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段向华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周伟杰：本院受理夏中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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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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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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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峰：本院受理吴正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书送达当事人后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扬州九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王琪、尤金忠：本院受
理杨建春与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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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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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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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欢诉
你、第三人陈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
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47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欢与苏州奇妙房屋租
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服务合同》于本判
决生效后即解除。二、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王欢支付租金26132
元及违约金2800元。三、驳回王欢的其他诉讼请
求。你应于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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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隆毅：本院受理原告贵州高原农业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诉被告蒋隆毅、东莞市昌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陈娅运买卖合同纠纷(2021)黔2732民初1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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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立志、郜倩：本院受理原告李润志诉你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1481民初2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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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赵海静：本院受理原告陈宝峰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481民初
2014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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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翟国明：本院受理原告兴城市云启农资商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1481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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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明道德：本院受理李丰恒、朱勇、刘洪磊、岳涛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云0423民初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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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
上诉费，上诉至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王周汉：本院受理唐新全、唐文浩、王言敏诉你
劳务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8日上午9时开始在本院小甸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谭科：本院受理曹勇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下午3时在本院
小甸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朱丽娜：本院对原告李恒杰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2021)皖1202民初11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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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826.6元；2、诉讼费
由被告负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范启春、刘四莲、曾昭奎：本院受理原告长汀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闽0821民初12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龙岩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史成荣：本院受理崔明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6民初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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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史成荣：本院受理庄友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6民初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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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史成荣：本院受理张永生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26民初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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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史成荣：本院受理田富贵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26民初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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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6330号 乐灵永、陈丽萍：原告
毛秀凤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3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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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364号 李县：原告乐清市浩辰
建材经营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36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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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特681号 本院于2021年9月23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王余英申请宣告倪丽丽失踪一案。
申请人王余英称，倪丽丽出生于1987年1月22日，
于1993年6月1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
倪丽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倪丽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倪丽丽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倪丽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无锡市鑫泽不锈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利国
诉你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21)苏0214民初2110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程序转换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证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给予双方补充举证期限，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1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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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卢立泉：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市分公司诉被告卢立泉、沈丽英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0214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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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巴路涛、谢冬玲：本院受理鞍山市置业融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2021)辽0304民初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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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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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顺声、贾朝定：本院受理原告虎恩平诉你二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21)云0602民初1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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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昭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刘伟奇：本院受理原告李敬诉你与刘馨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 2 1 )皖162 1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工业园
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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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高兴毅：本院受理原告甘中平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起
诉要点：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6700元及利息
(自2021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
率3.85%计算)]、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
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5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到庭的，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单位2021年10月13日在法治日报8版
刊登的公告，“2021年10月29日前”应为“2021
年11月3日前”，特此更正。

莱西市中医医院

遗失声明

  承租人安世金不慎将北京市朝阳区八里
庄306楼807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丢失，特此声
明作废。

声明人：杨宝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