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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法治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江苏无锡扎实推进依法治数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党的十九

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随着政务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

部门和公共管理服务机构积累了大量与公众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如何盘活这些数

据，成为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2020年5月1日，《无锡市公共数据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作为全国地

级市层面首个关于公共数据管理的规章，《办

法》的出台标志着无锡市公共数据管理工作

进入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021年5月，无锡市以《办法》实施一周年

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规章实施周

年报告系列活动，高质量推动规章施行，引领

无锡市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为推动市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初探：依法治数

  “随着公共数据管理工作的不断发展，公

共数据在采集、汇聚、共享、开放等方面缺乏

层级效力较高的制度规范，机构改革后关于

公共数据管理的职权不统一，公共数据管理

措施力度不够等问题愈发凸显，亟须在制度

层面进一步规范公共数据管理。”无锡市大数

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对海量公共数据进行便捷高效的

管理，《办法》应运而生。《办法》首次提出

“数据治理”理念，统一管理体制机制，明确

共享开放规则，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在数据

“聚”“通”“治”“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同

时，建立公共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

实现数据资源化管理。

  此外，为了更好地落实《办法》的各项

制度，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还牵头制定多

个市级层面的配套制度。市各委办局及各

县区大数据管理局根据各自工作实际情

况，制定有关配套制度，涵盖数据收集汇

聚、数据共享开放、数据安全使用等多个领

域。同时，为了推动大数据法治意识入脑入

心，推动《办法》宣贯，在法律出版社公开出

版全国首个公共数据规章释义，为公共管

理服务机构答疑解惑。

破壁：汇聚整合

  《办法》实施一年来，无锡市大数据管理

局全面依法履行各项职责，打破壁垒，汇聚整

合多个部门数据信息，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

潜能，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按照《办法》要求，组织全市公共管理

服务机构开展数据资产核查。在核查基础

上，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建立全市公共数

据资源目录，排查全市市级信息系统3394

个，梳理全市市级67个政务部门信息资源

2388个、信息项3869 9个，并形成无锡市电

子政务外网信息资产核查情况报告、IT资

产清单、无人认领设备报告。同时，按照要

求，将依据职能产生的数据汇聚到城市大

数据中心数据库。

  截至2021年5月底，无锡城市大数据中

心共归集数据211.36亿条。其中，人口库3.35

亿条、法人库1 . 1 2亿条、电子证照库408万

条、社会信用库2.37亿条、空间资源和地理

空间库3000万条。

  2 0 1 7年，江阴市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启动。许多政务部门在向大数据中心提供

数据时，将共享方式设置为“有条件共享”，

部门在申请调用数据时，仍需征得数据提

供方的再次赋权方能使用。2020年，《办法》

施行后，江阴市按照“以共享为原则，不共

享为例外”的要求，组织有关部门，对679个

重点数据资源进行全面梳理，重点收集“有

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数据的政策依据。

凡没有政策依据的，原则上要求设置为“无

条件共享”，并形成资源共享权限优化清

单。优化的67 9个重点资源中，“无条件共

享”的资源达到422个，“无条件共享”占比

从不足10%提升至62.15%，有效解决了共享

比例问题。

赋能：全面转型

  数据的高质量共享推动了政府治理的

数字化转型。

  截至目前，无锡城市大数据中心已为37

个部门的业务系统共享数据129.6亿条。为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无锡城市

大数据中心为“互联网+监管”提供数据12.08

万条，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数据1132

万条，为“阳光扶贫”提供数据1497.84万条，

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数据9530.6万条，为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提供数据470.6万

条，为“灵锡”App提供数据1447.7万条。

  得益于数据的精准供给，疫情期间，无

锡市上线疫情防控一点通、疫情管理通、返

锡通、锡康码、入境人员转运系统、进口冷

链食品申报追溯系统等数据产品，为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发挥

了积极作用。

  2020年，无锡市创新推出“成全e站”政

务综合服务一体机，实现市、区两级276个

权力事项、41个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水、电、

气等生活缴费的自助办理。此外，无锡市还

实现了电子证照“一城通用”“一网通办”，

累计发放电子营业执照10万余张；“健康e

家”“无锡智医”为患者提供网上预约、检查

检验结果查询、诊间结算、云影像等“一条

龙”服务；苏南硕放机场在华东地区率先使

用云服务器管理停车，车辆实现“无人无

感，快进快出”；全市67%以上中小学建成智

慧校园，累计创建百所市级示范智慧校园、

10个省级示范智慧校园。

  基于数据共享理念，无锡市积极打造超

级OA“一网协同”，让政务办公更高效。在数

字化推动下，政府内部跨部门跨层级的无锡

市一体化协同办公平台正在稳步推进中。该

平台致力于解决“机关内部办事跑一次”问

题，获得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鲲鹏赛道2021年

度总决赛一等奖和最佳实践奖。

  数据的开发应用推动了市民生活的数

字化转型。

  着眼于实现更加均等的数字惠民，无

锡市倾力打造为民办实事工程“灵锡”城市

服务App，获评2020无锡市首届“民心工程

奖”金奖。

  “灵锡”城市服务App于2020年5月7日上

线，入驻政务预约、宾馆入住、教育缴费、地铁

公交出行等服务事项560项，实现居民电子身

份证、社保卡等22张电子码照随身带，现已成

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城市服务总门户。

  “灵锡”App以“好用、管用、爱用”为

标准，运用互联网思维，密切关注用户体

验和反馈意见，快速迭代、不断完善，自正

式上线以来，已更新迭代40个版本，涵盖

数字身份、政务办事、城事生活、畅享出

行、智慧社区、教育服务、医疗健康等诸多

数字生活场景，注册用户超过560万人，占

全市常住人口的70%，日活跃用户峰值130

万人，成为国内数字城市服务门户中排名

第一的应用。此外，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

使用“灵锡”App，无锡市还专门开发了针

对老年群体的关爱模式 ，在火车站设置

“无健康码通道”，收获“无锡善”的美誉，

得到网友点赞。

  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百姓出门不

用再携带各类卡证，也不用下载注册五花

八门的App，“一码通全城”“灵锡一点通”

的美好憧憬在不远的将来即将实现，“灵

锡”App也逐渐成长为无锡新的城市IP。

  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推动了经济发展

的数字化转型。

  “开放政府数据，便于公众了解政府，

也有利于打通部门信息壁垒，释放数据价

值。”无锡市大数据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更方便

地获取开放的公共数据，无锡市打造了公

共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平台运行以来，访

问总量已突破104万次，下载总量超过7万

次。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2020年10月发布的《2020长三角政府数据

开放一体化报告》，无锡市公共数据开放能

力综合排名位列长三角地区第6名、江苏省

第1名。

  按照《办法》关于数据开放的有关要

求，锡山区建设企业服务一体化平台，汇聚

全区各部门惠企政策信息，通过AI、机器人

等技术实现政策智能解析和精准推送，有

效解决了政策理解难、匹配难、落实难等问

题，真正实现了政策能感知、有温度、见效

果。目前，该平台已在商务区先行试用，注

册企业577家，汇集政策41条，累计精准推

送政策3117家（次）。

  “该平台实现了惠企领域数据的采集

和汇聚，为完善法人库建设，推进电子证照

库和‘不见面审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

政府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技术支撑。”

锡山区大数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开放的数据已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

数据的开发应用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的

不断发展。“作为一家‘大数据+文旅’公司，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数据资源，无锡市举办

的江苏省数据开发与应用大赛开放了很多

珍贵的数据。”某科技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基于这些数据，该公司开发的应用项目

获得古运河赛道第一名。大赛结束后，无锡

市政府又为获奖选手和团队提供项目孵化

落地机会，真正实现了用数据赋能产业、用

数据开放带动生态集聚。

  《办法》出台以来，持续推动公共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助力无

锡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

全面转型。2 0 2 0年，无锡市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规模达5500亿元，物联网产业营收达

3100亿元，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销售收入

达280亿元，连续两年年均增长超过30%。

根 据《 中 国 城 市 数 字 经 济 指 数 白 皮 书

（20 2 0）》，无锡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位列全

国第7名、江苏省第1名。

求索：持续提升

  2021年5月，根据《江苏省规章实施周年

报告暂行规定》《无锡市人民政府2021年度立

法工作计划》等文件要求，无锡市大数据管理

局组织开展规章实施周年报告工作，通过现

场调研走访、开展监测评价、以案释法、业务

培训等多种方式，摸清《办法》实施以来取得

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推动规章遵守与执行，

为开展《办法》立法后评估做好铺垫，此项工

作在全省尚属首次。

  “通过走访调研，我们发现，尽管《办

法》已实施一年多，但仍有部分公共管理

服务机构对相关条款理解不够准确，仍存

在‘重系统、轻数据’现象，推进执行的配

套制度仍需强化。”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还表示：“监测评价是推动规章实施的

有效手段，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价标准是此

项创新工作的难点。我们结合调研走访情

况 ，全面梳理法规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短

板，有针对性地制定监测评价标准，通过

全面测评无锡市各市（县）、区公共数据管

理情况，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作为全市公共数据资源的主管部门，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还通过以案释法、制

作宣传视频等多种方式，提升公共管理服

务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大数据法治意识，树

立依法治数理念。

  数字化转型需要人才保障，无锡市已

连续十几年举办党政机关首席信息主管培

训，提高工作人员运用数据解决问题的能

力。此外，无锡市还制定了全省首个首席数

据官管理办法，成为全省试点。

  数据法治，无锡市是先行者，但前行

的脚步从未停歇。“我们还将参考借鉴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江苏省数字

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江苏省公

共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国家和

省级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大数据地方

性法规，为无锡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法治保

障。”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无

锡大数据人在摸索中不断推进公共数据开

放和规范管理，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在数据

链上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让社会治理更

精准、政府运行更高效、民生服务更便捷、

经济增长更有持续动能。

吴曦树  

甘肃华池一科技公司违法排污虚假整改被罚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生态环境

局华池分局执法人员对华池县某科技公司生

活污水排放情况进行暗查时发现，该公司在

处罚后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生活废水

处理已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要求。

  据了解，2020年5月，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华

池分局发现该公司对外排放生活污水，并向其

下发整改报告。该公司在随后提交的整改报告

中表示，已新装设40立方米收集罐，将生活污水

全部收集。随后，华池分局再次对该公司进行

检查，发现其并未将生活污水全部收集，而是

敷设暗管，将生活污水排放至厂区外沟渠。

  该公司提供虚假整改报告、利用暗管和

沟渠排放生活污水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依

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7.7万元和11.8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合并处罚19.5万元，并将案件移

送华池县公安局，华池警方依法对直接责任

人田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华池分局执法人员表

示，该公司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未按照整

改报告要求的情况下偷排生活污水，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造成环境污染，行为恶劣，后果

严重。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环保

意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解决好存

在的环境隐患问题，认真落实整改意见，做到

合法合规生产经营。      邢景敏

  本报讯  今年以来 ，甘肃省兰州市

人民检察院履行行政检察职能 ，坚持依

法监督与源头治理相结合 ，积极探索在

行政复议阶段提前介入 ，推进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兰

州检察院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行

政检察工作重点 ，积极开展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专项行动 ，将其作为解民忧纾

民困的重要举措和“检察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载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注重

运用非强制性执法手段和人性化执法方

式，有效化解行政争议，让人民群众有实实

在在的司法获得感。

韩卫兵  

兰州检察机关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

南平支队在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防

火执勤工作。其间，该支队采取定点宣传、

携装巡护等方式，在景区入口和人流量大

的区域设置卡点，向游客发放森林防火宣

传手册，讲解森林防火注意事项。同时，沿

预定路线进行巡护，严查野外用火等违法

行为，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除火灾隐患；设

立森林消防服务站，开展景区指引、医疗

救助等志愿服务。据统计，此次任务共携

装巡护30余公里，发放森林防火宣传手册

300余份，收缴火源20余件，进一步提高了

群众的防火意识。

周晓凯 罗乐涛  

福建南平森林消防开展防火执勤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公安局山南派出所采取多项措施 ，在辖

区开展反恐宣传工作。山南派出所充分

发挥反恐志愿者和民警力量 ，每月至少

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恐宣传活动 ，通

过发放反恐宣传手册、设置反恐宣传展

板等多种方式，增强群众反恐防恐意识，

积极构建全民反恐新格局。同时，组织反

恐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反恐防恐演练，

讲解暴恐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方法及防暴

盾牌、抓捕器、钢叉等各种防暴器械的功

能和使用方法 ，在辖区营造了全民反恐

的浓厚氛围。

周凌琳  

安徽肥西县山南派出所加强反恐宣传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

区穗东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在黄浦

区禁毒办指导下，联合区禁毒办讲师团、

黄埔同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走进黄埔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举 办 禁 毒 知 识 讲 座。其

间，讲师结合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详细讲

解毒品种类、危害和防毒知识。戒毒同伴

教育员向师生讲述自己如何深陷吸毒误

区，走入人生歧途，并在政府帮扶和家人

关爱下成功戒毒的心路历程。活动最后

设置分享互动环节 ，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们学习禁毒知识的热情 ，为创建平安无

毒校园奠定了良好基础。

徐绮华  

广州穗东街道举办校园禁毒知识讲座

毕节七星关区“党建+”强化信访源头治理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柏

杨林街道搬迁群众张女士向七星关区信访局

反映自己租用的店面渗水，影响正常经营，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核实原因，处理渗水问题。七

星关区信访局立即组织人员上门查看情况，并

于当日安排水电工对墙体渗水问题进行修复。

  今年以来，七星关区信访局坚持党建引

领，强化信访源头治理，不断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七星关区在柏杨林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成立街道党工委，下设机关

和社区党支部，将每个社区划分为多个网

格，在网格上建立党小组，构建街道党工委、

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三级党组织管理服

务模式。同时，整合团委、工会力量，建立“新

市民·追梦桥”群团工作站，通过线上线下渠

道收集搬迁群众需求，进行汇总研判，协调

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此外，七星关区信访局强化信访源头治

理，通过街道干部包社区、包网格、包楼栋进

行层级管理，建立“组长管网格、楼长管楼

栋、家长管小家”的“三长制”管理机制，全面

负责网格、楼栋、家庭管理。积极探索大数据

融入社会治理，将“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摄

像头和小区监控全部接入大数据平台，对重

点路段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在每家每户安装

智慧二维码门牌（App），方便群众反馈问

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切实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罗恽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

县禁毒办联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召开

全县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

署会 ，举办寄递渠道禁毒业务专题培训

班。自今年9月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全县

各 物 流 寄 递 企 业 严 格 落 实1 0 0 % 实 名 收

寄、1 0 0%收寄验视、1 0 0%技防安检、1 0 0%

持证经营、100%从业人员登记“5个100%”

制度，未发现涉毒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

前，龙川县共开展专项禁毒检查50余次，

发放禁毒宣传手册5000余份，在全县13家

快递企业、1 0 0余个快递站点广泛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袁天送  

广东龙川县推进寄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禁毒办在风情广场开展

以“健康无毒 一起来涂”为主题的禁毒

防艾涂鸦活动。活动现场，禁毒社工结合

仿真毒品模型和禁毒防艾宣传手册 ，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毒品种类、禁

毒 法 等 法 律 法 规 以 及 艾 滋 病 的 传 播 途

径、预防措施，大力倡导绿色无毒、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随后，参加活动的家庭

在白纸上创作一幅幅构思巧妙、色彩丰

富、生动形象的禁毒防艾涂鸦作品，呼吁

亲友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表达了禁毒防

艾的坚定决心。

张以山  

珠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展禁毒防艾涂鸦活动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

高新区陈江街道举办基层禁毒业务能力

提升班。开班仪式上，陈江街道禁毒办有

关负责人指出 ，全体参训学员要深刻认

识新形势下加强禁毒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确保各项禁毒工作扎实有效

开展。随后，讲师通过案例分析、现场提

问等多种方式 ，围绕基层禁毒工作者素

质要求、实务提升及如何开展新型毒品

宣传工作等进行专题授课。此次培训进

一步提高了辖区禁毒工作人员在禁毒宣

传、禁 毒 排 查 等 工 作 中 的 业 务 能 力 和

水平。

刘泰锋  

惠州陈江街道举办禁毒业务能力提升班

  本报讯  为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工作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禁毒办近

日走进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开展以“健

康人生 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

动。活动中，禁毒社工通过举办禁毒知识

讲座和禁毒展览等多种方式 ，普及禁毒

知识，传播无毒生活理念。学生们认真观

看禁毒宣传展板和仿真毒品模型 ，积极

参加禁毒知识问答和“认识毒品”抛圈圈

等游戏 ，对毒品危害性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大家表示，将继续加强禁毒知识学

习，积极参与禁毒工作，为创建平安无毒

校园贡献力量。

赖志求  

东莞麻涌镇禁毒宣传进校园

(2021)冀0191民初2257号 石家庄巨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科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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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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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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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号 河北绿盟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科创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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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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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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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7号 河北果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科创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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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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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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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8号 河北雷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科创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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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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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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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升渤贸易有限公司、仲波、上海仲钲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赐吉实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河北芳式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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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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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9点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魏天增：本院受理原告任秋影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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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日上午10点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谭靖：原告左俊英与被告谭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03民初5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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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马鞍山皇家英语学校：原告芮梓涵诉你学校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学校公告送达(2021)皖0504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书(芮梓涵与被告的教育培训合
同于2021年7月10日解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芮梓涵培训费12236元。驳
回芮梓涵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元，公告费11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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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刘世革、汪得青、潘金石：原告李占清诉你们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你
们连带赔偿原告二万元。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403民初84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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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黄荣彬：原告吴雅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闽0211民初
3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吴雅思与被告黄荣彬离婚；二、婚生子黄灿阳
随原告共同生活，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15日前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至婚
生子黄灿阳年满十八周岁止；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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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涂胜芳：原告简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5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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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华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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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逾
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程永军：原告徐女爱诉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6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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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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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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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原告姚振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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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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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繁、乐丰庆、乐丽红：原告嘉兴鼎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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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联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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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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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莲：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6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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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斌、王继荣：原告孙学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学琴在法定
期限内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394号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周能超、林娟娟：原告嘉兴楚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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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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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昌广：原告余云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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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越：原告陈茶贞、韩荣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7494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转程序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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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叶雪元：原告谢本安诉你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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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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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陈新法：原告平湖市震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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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军：原告嘉兴市南湖区城东大奥图文制作工作室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6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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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加祥：原告钱自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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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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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鹏：原告兰华成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26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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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转普通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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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世贝安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杨茜、王强、宋黛咏、樊吉宁：原告郑冬燕诉你们公司
解散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051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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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永尧：原告陆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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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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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宁：原告刘洪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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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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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神洲酷豹电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神洲酷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广告
策划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450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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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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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科技城法庭3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64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江成鞋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
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勒流江义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3140443052949895；金
额：64200元；出票人：佛山市顺德区江成鞋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1年11月25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上海纳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恒丰伟业玻璃钢有限公司诉你方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5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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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晓春：本院受理许淑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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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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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脉搏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莱美健身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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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3时30分(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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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阳光：本院受理郭月亮、周凌云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711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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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欲勤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新乡市智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新乡市智谷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们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0711民
初23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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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康凯经贸有限公司、孙庆和：本院受理邵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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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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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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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锐远营销策划中心：本院受理奚虹与你中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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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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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星：本院受理王富京、王富珍、王富军、王富英、王富影、王月与你继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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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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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
1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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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敏东：本院受理邱亚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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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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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史军立：本院受理王俊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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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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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胡胜利：本院受理卞仲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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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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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巴城镇简园根百货店：本院受理江苏梦达日用品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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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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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裕丰纸制品有限公司、候峰、顾丽星：本院受理姚兰小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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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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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彪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宸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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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艺：本院受理张晓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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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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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慧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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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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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茂华：本院受理常州富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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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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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苏州楚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丁春桃、向敏：本院受理李永发与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6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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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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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安平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耀鑫德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你建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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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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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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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懂吉：本院受理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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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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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雄鹰展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天露智慧(成都)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法艾姆物
流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们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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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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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理虎：本院受理徐双成诉你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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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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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嵇生强：本院受理耿良诉你彩票、奖券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402民初4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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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庆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红建与被告许庆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831民
初1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1.被告许庆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周红建租金10000元。2.驳回原告周红建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132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32元。由原告周红建负担33元，由被告许庆军负担699元。被告许
庆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交纳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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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受理原告侯建中、李德容诉你们商品房
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民初
2651号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侯建中、李德容违约金3332 .81元，并返还代收的税
费等714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7149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
起至款清时止，按年利率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山县鼎
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2125元，由被告营山县
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受理原告杨光、雷淑君诉你们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民
初2642号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光、雷淑君违约金3555.18元，并返还代收的税
费等7593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7593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日起至款
清时止，按年利率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2242元，由被告营山县鼎新
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本院受理原告唐军、谭莉诉你们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民初2644号
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军、谭莉违约金4903 .02元，并返还代收的税费
等1028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应退款10289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
起至款清时止，按年利率3.85%计算)；2.被告郑幼新对前述第1项中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诉讼费3042元，由被告营山县鼎
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幼新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川0302破3号之一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贡市嘉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申请，经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8日作出(221)川03破申27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自贡市嘉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自贡大商商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
并指定本院审理。本院查明，自贡大商商业有限公司现有无争议债权24笔，债权
数额总计95597139 .33元，另有待确认债权1笔(系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补充
申报的债权，申报债权数额为90 2 7 0 0 . 2 9 元 ) ，现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总额为
5322425 .04元，扣除破产费用后，剩余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且债务人未能
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本院认为，自贡大商商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1月18日裁定宣告自贡大商商业有限公司破产。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
朱建华：原告李信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224民初4424
号民事判决书：准予原告与你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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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明赐波：原告杨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
民初1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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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张浦镇葛正龙烟酒商行(葛正龙)：本院受理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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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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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巴城镇恺顺好日用品经营部(黄兵)、李永滨：本院受理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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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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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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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开发区顺悦佳超市(詹文芬)：本院受理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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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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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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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虎宝、吴小妹：本院吴金宝与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12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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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石：本院受理江苏名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诉梁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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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皓：本院受理孙红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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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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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明：我院受理孔治报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对被申请人负责施工的“哈根城8
号楼及地下车库”项目工程量及工程价款进行评估鉴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
通知书，望你们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
为放弃自已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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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森林：我院受理中国人民财险周口市分公司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现有我院
执行局移送，对我院查封你名下豫P9Y666号车的车辆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现向你公
告送达选择鉴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后3日内应到本
院司法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评估机构，确定现场勘验日期。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
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评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魏金山：原告涿州市鸿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681民初4382号民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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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杨前红：原告北京鸿坤瑞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涿州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681民初4256号民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告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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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苗洪：原告朱云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保全、转普)、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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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2日9时30分在永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浙江大河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申请人嘉兴市港区绿洲建材经营部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举证、答辩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期限届满后，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2月23日9时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２０21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