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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检察“上下联动+二次评审”助企业重焕生机
  “感谢检察机关和合规监管委员会

的 专 家 们 ，经 过 这 次 合 规 整 改 ，企 业 的

‘ 安全阀’拧得更紧了。”近日，江苏省海

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拟不起诉公开听证

会，涉案企业负责人李某深有感触地说。

  李某是江苏省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及 某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经协商，20 1 8年8月，李某将公司的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出借给刘某 ，

用于承接某工程、组织施工和上交相应

的管理费用。2 0 2 0年6月，刘某安排王某、

付某在施工现场某楼梯间16层至17层拐

角平台处安装应急灯。在明知两人违规

搭建人字梯且未落实高处作业安全操作

规程的情况下，刘某未到现场进行监督。

付某在未采取任何防坠落措施的情况下

使 用 人 字 梯 高 处 作 业 ，不 慎 坠 落 ，当 场

死亡。

  2 0 2 1年4月，公安机关对李某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

经审查，承办检察官发现，李某仅出借公

司资质，与实际施工负责人刘某相比，责

任相对较小，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

罪认罚，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已

全额赔偿被害人损失。

  案件审查过程中，承办检察官主动咨

询当地税务、人社等部门，听取企业属地

政府意见，并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制作

办案影响评估报告。经了解，作为江苏省

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主营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拥有多项国家专利，且在

全国多地开设分公司，年均纳税额近千万

元，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

  基于此 ，海安市检察院决定对该企

业开展刑事合规审查。南通市检察院听

取汇报后 ，认为适用刑事合规能够更好

地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江苏省检察

院批准 ，针对海安市检察院尚未建立第

三方监管委员会的情况 ，南通市检察院

及时委托南通市第三方监管委员会 ，从

市 级 第 三 方 人 才 名 录 库 中 抽 取 两 名 律

师、1名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骨干 ，通过上下联动的方式组成第

三方组织，全程督促落实合规整改。

  随后，第三方组织多次前往企业进行

现场考察，提出聘请专职安全员、加强施工

操作现场培训等方面的完善意见。结合第

三方组织提出的意见，该公司立即投入第

二阶段整改，成立安全科，聘请专职安全

员，制定违法分包、转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强化高处作业专项培训。

  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

行再次评审 ，听取李某第二阶段的整改

情况汇报，检查安全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并对企业主管人员分别进行询问。经过

多次实地调查、评估和考察后，第三方组

织向海安市检察院递交合规考察评估报

告，认定企业已整改到位，建议检察机关

对李某作不起诉处理。

  2021年12月，海安市检察院召开拟不起

诉公开听证会，邀请3名听证员、第三方组织

监督评估小组、侦查机关代表参与听证。通过

闭门讨论后，听证员代表宣布听证评议意见，

一致认为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督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整改

效果令人满意，同意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

定。听证会结束后，海安市检察院向李某宣布

不起诉决定。

陆吟秋 崔淳  

清远清新禁毒主题班会进校园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学校在毒品预防教

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和能力，日前，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教育局在太和镇育苗小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

活动。其间，工作人员结合毒品犯罪典型案

例，通过讲述禁毒故事、播放禁毒微电影、展

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多种

方式，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

律法规。同时，积极倡导大家关注“中国禁毒”

“广东禁毒”微信公众号，学习和了解更多禁

毒知识，争做禁毒宣传志愿者，为禁毒工作贡

献力量。            潘炜棠

荆州交警开展警察节系列庆祝活动
  本报讯 1月10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连日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开

展系列庆祝活动。一是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走进警营，

通过参观警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一步密切

警民关系。二是在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暨警

民恳谈活动，通过宣讲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发放

交通安全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交

通安全知识。三是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详细

询问老干部的生活状况和身体健康情况，增强

其归属感和幸福感。         李辉 覃声

珠海香洲举办“禁毒杯”少儿围棋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覆盖

面，切实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近

日，由广东省珠海市禁毒办、香洲区禁毒办

指导，香洲区禁毒协会主办，吉大街道、珠海

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珠海书香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协办的香洲区“禁毒杯”少儿围棋小棋

王赛决赛及颁奖仪式落幕。此次比赛共有

450余名幼儿至小学年龄段的选手报名参

加，比赛前期采用线上初赛方式选出68名晋

级选手，决赛采用积分编排法，评定每组前8

名及8个“最佳棋道人气奖”，并为获奖选手

颁发证书、奖杯和奖牌。      全律

三明森林消防开展战备拉动演练
  本报讯 连日来，福建省三明市森林消防

支队在所属大队开展战备拉动演练。此次演练以

森林火灾为背景，采取“不打招呼 随机导调”的

方式，在基层大（中）队异地同步开展。其间，各大

队严格按照启动应急响应、快速机动等步骤进

行演练，各级指挥员指挥顺畅、程序规范，任务分

队反应迅速、秩序井然，各类物资器材、战备方案

齐全，消防救援人员精神振作、士气高昂，充分展

示了队员们良好的战备素养和过硬的战斗作风，

为完成以防火灭火为中心的各类救援任务奠定

了坚实基础。             陈广成 彭林全

中建路桥项目部加强施工安全宣传
  本报讯 近日，中建路桥集团承建的临沧

南汀河大桥项目首节0号块浇筑完成。施工过

程中，项目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施工安全宣传。一是成立

消防检查小组，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开展消防

知识讲座，有效预防火灾事故发生。二是组织

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结合安全生产事故典

型案例，详细讲解事故原因及应对措施，增强

员工安全生产意识。三是做好高处作业、临时

用电等方面专项预案，在易发生事故区域设

置安全警示牌，确保安全施工无死角，筑牢安

全生产防线。      宋立波 贾玉凯

邢台信都“首违不罚”传递税务执法温度
  本报讯 为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遵

从度，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转

变执法理念，优化执法方式，要求税务执法人

员准确把握轻微违法、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

的界限，推行人性化执法。针对符合初次违

法、危害后果轻微、可以及时改正的21项违法

行为，通过“以教代罚”方式，全面推行柔性执

法。对其他违法行为，在进行处罚前，设置必

要的排查环节，进行约谈、警示和辅导，鼓励

纳税人依法纳税、诚信纳税，让市场主体感受

税务执法温度。               杜媛

(2022)冀0281民初24号 杨进梅：本院受理原告刘庆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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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店子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出庭参加应诉。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2022)冀0281民初100号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海涛诉你及袁利有、刘卫
东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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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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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店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出庭参
加应诉。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2021 )苏0311民初9545号 马亚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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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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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6号 孙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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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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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7号 王海波：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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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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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9号 孙玉：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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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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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0号 郭爱玲：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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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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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1号 王桂琪：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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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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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2号 刘凯：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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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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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4、7545、7546、7550、7552、7554、7555、7556、7558、7560、7561、7563号
徐州拓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周莹莹：本院受理原告仲晓红、杭如如、谢玉华、王
诗萌、陈钰程、衡恒、胡亮亮、侯召侠、曹囡、李梦莉、卞松环、曹娇娇、张标、王思
娴、于方、陆凤英诉你们服务纠纷十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苏0311民初7544、7545、7546、7550、7552、7554、7555、7556、7558、7560、7561、
75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华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田许良诉你司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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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运廷、赵永民、马海霞：本院受理张爱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731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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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9：20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三英、秦川：本院受理杨震诉你们及秦树峰、邯郸市九发泡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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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亚楠：本院受理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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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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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加根：本院受理曩丽果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受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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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14：40分在
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亚男、邯郸市捷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捷众普惠国际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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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盐城力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建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诉
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21)苏0925民初612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2月24日下午3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20号 张凤：本院受理原告唐冬雪与被告张凤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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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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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藏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9
时在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黄洪保：本院受理原告周燕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7日9
时在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9671号 胡铁刚：我院受理原告梁李平与被告胡铁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4日上午9时整在本
院小法庭三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162号 杨胜兰：我院受理原告叶世闯与被告杨胜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3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小法庭三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163号 杨太勇：我院受理原告王端阳与被告杨太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小法庭三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275号 张炳才：本院审理原告李晓萍、金子翔诉你与吴志强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2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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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048号 陈思伟：本院审理原告温州通变电力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04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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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海南省凯洋进出口贸易责任有限公司、无锡凯汇盛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翰香园新文化
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百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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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桥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进：本院受理北京恒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黄桥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江苏汇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南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8643号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诉讼义务告知书、程序转换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黄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孙东苏：本院受理孟晓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70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孙东苏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赵青：本院受理李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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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龙：本院受理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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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283民初7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王龙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胡春慧：原告刘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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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间、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梁梦巧：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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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宇炼：本院受理赵健生诉你承揽合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8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陈宇炼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顾明华：本院受理张兴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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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宁二东、宋诗红、宋诗文：原告舒振学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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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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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其学：原告刘秀忠诉赵其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1324民初5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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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振东：原告兰陵县卞庄街道办事处官屯社区居民委员会诉兰陵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第三人沈振东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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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向宝：原告付成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4民初73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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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淑云：原告董宝与被告赵淑云、董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鲁1324民初7968
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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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李宇洋：原告陈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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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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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佃法、王连芳、杨加龙、耿小英：原告王连杰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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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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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吴延州：原告潘廷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徐海清、兰陵县银河草莓产销专业合作社：原告杨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侯自勇、胡付玲：原告张仕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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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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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2008)苍民破字第5号 苍山县供销贸易中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及破产费用，破
产管理人已对资产分配完毕，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
定，本院于2021年12月16日裁定终结苍山县供销贸易中心破产程序。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2021)鲁1324执恢1038号 马全勇：本院受理赵磊与你、马雪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恢复执行程序，经申请人申请，本院委托山东坤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鲁Q49192、鲁Q5H56挂及集装箱进行评估，价值为50400元。
本院作出执行裁定书决定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送达恢复执行通知
书、拍卖裁定书和评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送
达期届满后即时履行还款义务，如对拍卖行为和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送达期限
届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魏玲：本院受理黄杨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扶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1025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黄杨与魏玲所生子黄某某
随原告黄杨生活，被告魏玲从2021年9月起，每月20日前给付抚养费700元，至黄某某年
满十八周岁止；被告魏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黄某某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的
抚养费3500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魏玲负担。自本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王振东：本院受理黄艳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683民初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定于2022年2月24日9时30分在本院麓棠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判。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梁勇：本院受理勾如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683民
初28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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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张宗景：原告李小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
48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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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彬彬：本院受理李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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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0683民初6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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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海燕：原告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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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0504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原被
告签订的合同，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9.6万
元及利息、诉讼费、保全费及公告费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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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转运：原告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一次性还清未结贷款本金23097.78元及利息、违约金等，诉讼费
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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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江漪俊：原告夏文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504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漪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
归还夏文亮借款本金42750元及利息，并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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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东：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5289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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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健、李进：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河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5311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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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国华、李河兵：本院受理王云霞诉你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
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411民初2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赔偿原告损失115560元，并承担诉讼费、
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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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9月8日受理申请人浙江博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票号为0010004131466852，申请人浙江博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金额
6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7月14日，收款人平湖市财政支付(核算)中心教育分中
心，未背书，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年1月5日作出(2021)
浙0402民催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金良华、黄丽：原告江志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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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和田艾德莱斯服饰有限公司、金永良：原告嘉兴市宏鑫仿丝棉厂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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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邵剑峰：原告高叶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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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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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臧永贵：原告顾永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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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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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杜志成、宋洁：原告王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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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02民初6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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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庆平：原告浙江新维狮合纤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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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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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孝斌：原告俞兴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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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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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正华：原告上海粹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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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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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志成、吴晓东：原告王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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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02民初6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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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永甫、吴珍花、牟忠元：原告王衍生、祝剑林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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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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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许辉：原告杨国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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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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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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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军永：原告王仕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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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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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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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元丰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元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蓝天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华祥纺织有限公司、嘉兴市锦丰纺织整理有限公司、钱文云、计月
琴、钱生云、薛琴：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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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锦丰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嘉兴市蓝天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祥纺织有限
公司、钱文云、计月琴、钱生云、薛琴：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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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
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尹庸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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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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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其：原告中国人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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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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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艳：原告汤小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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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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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告陈一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
0402民初8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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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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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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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张海文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
8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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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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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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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尾：原告中国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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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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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粤0606民特700号 本院受理黄秩秋申请宣告黄盛勇失踪一案，经查，黄盛勇，男，
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二北一街28号。公民身
份号码440681198606028032。于2009年9月2日离家后，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多种办法查
探，但至今仍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希黄盛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特717号 本院受理卢艳菊申请宣告卢窝有死亡一案，经查，卢窝
有，男，195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利路二巷7号，
公民身份号码440623195405154713。于1997年7月外出失踪后，没有再与家人联系，
多年来经被申请人的家人采取多种办法查探，但至今仍无音讯，下落不明。现发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被申请人卢窝有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2)粤0606民催1号 申请人颜巧森因遗失袁惠根(已故)持有的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4268股普通记名股票(票号：00069261；每股面值1
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袁惠根，已故；发
行日期：2009年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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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刘彦军、李臣：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彦军、李臣追偿权纠纷
一案，上诉人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2021)苏0583民初7411号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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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晓菊、陈军：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晓菊、陈军追偿权纠纷
一案，上诉人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2021)苏0583民初7414号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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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西藏弘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许鑫、郑莉莉、许豫麟、李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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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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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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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金坛金华星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于星：本洗受理陶涛与你们民间借贷创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54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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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道翔：本院受理郝爱见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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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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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馨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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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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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红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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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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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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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9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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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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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4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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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良：本院受理邓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
504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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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斌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岳云兵、吴远菊、陈圣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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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10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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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晟精密塑膜(太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丽晶塑化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G385民初68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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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刘春梅、杨耀丰：本院受理范宇辉、范锡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蓝炎富：本院受理朱丙鑫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文才：本院受理童小杰与你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材料、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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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4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上海聚永孜真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利沃耐精工机电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证据、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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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沙溪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陆真光：本院受理的彭耿有诉太仓市永金纺织有限公司、杨雪球、蔡国建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沙溪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郭龙秋：本院受理太仓景尚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史太白商务咨询(太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软件园有限公司诉你方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1月5日刊登的原告河北五鑫海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告中，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的时间应为自公告之日起30日。特此公告。

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1月5日刊登的案号为(2021)冀0924民初2032号公告中，送达判决
书时间应为公告之日起30日。特此公告。

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钢：本院受理昆山市天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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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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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华国：本院受理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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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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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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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捷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安鑫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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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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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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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凡伟娱乐有限公司、杜晓伟：本院受理品骏控股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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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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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友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罗卫：本院受理陆彩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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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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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延召、袁晓峰：本院受理李玥浥诉你们与被告王伟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并作出(2021)豫0423民初57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王伟伟在法定期间
内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鲁山县人民法院(2021)豫0423民初571号判决，改判上
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二、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被上诉人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杭州伊派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澳铂美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与你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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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花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西省润锦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观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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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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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何朝鹏，王绪东：本院受理昆山翔鹏模具钢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 1 )苏058 3民初
32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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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德皓科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彦斌：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卓智展模具厂
与你们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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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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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小兵：本院受理陈新营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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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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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谨而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 1 )苏040 2民初
45 1 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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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庆行：本院受理河南彩翠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志国及你建筑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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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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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四海：本院受理赵俊峰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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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1622民初4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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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谭文：本院受理太仓立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王浩：本院受理李义武、赵吴树与苏州全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王浩、张少康、张
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
证(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孙志祥、孙佳妮：本院受理苏州新惠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张蔚瑜诉你们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向跃食品店：本院受理王自玲与你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定于2022年3月1日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
葛宇锋：本院受理赵天宝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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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洪战梅、杨斌：本院受理卫国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田竞波：本院受理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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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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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全丰电子机械(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北湾塑胶有限公司与你加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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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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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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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73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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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固启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陈爱芹、李飞：本院受理昆山杰林铝业有限公
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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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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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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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九臻天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飞：本院受理刘晓林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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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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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索川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肖江豪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87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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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牌楼利民塑料五金厂：本院受理太仓市浮桥镇新邵村村民
委员会与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牌楼利民塑料五金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5民初2959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须知。自公告之
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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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李夕阳：本院受理陆文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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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陈兴春：本院受理钟长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龚华：本院受理昆山市花桥镇国润防水工程部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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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何建青：本院马金芬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15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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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金军：本院受理昆山港龙城市商业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149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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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华林德气体(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京东安联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与被告昆山盛英电气有限公司、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7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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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岳浩学：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6039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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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伟、周菊珍：本院受理上海闽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们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04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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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词兵：本院受理苏州伟昆昌建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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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沙溪
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朱建煌：本院受理房东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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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5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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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王华君：本院受理刘一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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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5民初554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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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太仓新丽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清宇特种塑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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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5民初5652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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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戈启航、太仓市幕画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新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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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09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小林网络科技(太仓)有限公司、太仓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中朗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徐玲：本院受理苏州鑫銮极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们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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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李伟、李梅：原告自贡市其强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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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赟墨(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李文英诉你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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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林：原告自贡顺龙玻璃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
2031号】，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3月15
日9时30分在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桂小丽：原告陈孝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628号】，现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3月25日9时30分在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王建才：原告王小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冀0681民初4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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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涛：原告自贡顺龙玻璃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
2030号]，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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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年3月15日9时30分
在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刘红全、楚艳琴：我院受理韩静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评估被执行人刘红全名
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东景国际名苑D幢1单元403号房屋，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司法
鉴定通知书，望你们在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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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易斌因股权证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一、申请人：易斌。二、证件：股权证(编号4001030035，股权证号
00000089，持股数量16270股，持股金额16270元)。三、申报权利期间：2022年1
月12日起至2022年3月12日止。四、自公告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无效。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股权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百达兴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鑫旺远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齐
贺成诉你合同纠纷案，现向你送达2021冀0281民初3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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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自贡众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贡市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刘洪彬
诉你们、自贡唐人商贸有限公司、魏栋林、唐英、曾崇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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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春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秦存法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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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静：本院受理上海曌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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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曹文学、刘翠丽：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们、徐
州腾跃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321民初30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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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戚长征：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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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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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丁彬：本院受理上海曌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4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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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马后侠、苏利君、刘凤梅：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们、贾明乐种
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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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孙蒙蒙：本院受理丰县固瑞特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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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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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王秀：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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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40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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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毛帅：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周伟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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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徐州世纪风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戴力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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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韦正祥：本院受理徐州建邺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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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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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永良：本院受理丰县固瑞特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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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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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焦涛：本院受理刘魏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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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李敏：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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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40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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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韩正帅：本院受理张念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321民初7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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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马长根：本院受理李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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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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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卜凡齐：原告卜凡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51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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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武卫丽：原告杨宏樑、丰县弘丰置业有限公司诉冯尚升、单县超华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你、冯亚、菏泽国翱车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2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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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师建军：本院受理董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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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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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2021)苏0826破49号 本院根据涟水得大粮油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
12月16日裁定受理涟水县百悦欢乐买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
苏益新律师事务所为涟水县百悦欢乐买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涟水县百悦
欢乐买商贸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应在2022年2月9日前，向涟水县百悦欢乐买商
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金融中心B5座21层；邮政编
码：223001；联系电话：18262812728、18252346669，联系人：鲁科顺、陈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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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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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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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涟水县百悦欢乐买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涟水县百悦欢乐买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2月16日14时30分在涟水县人民法院十四
号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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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张密春：本院受理吉林省恒远物流有限公司洋浦分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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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邓中丰：本院受理吉林省恒远物流有限公司洋浦分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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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许天平：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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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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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文峰：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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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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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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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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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月：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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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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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建国：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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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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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生：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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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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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双成：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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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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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国：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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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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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传阳：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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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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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伟东：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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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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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伟：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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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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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603破50号之一 2021年9月24日，本院根据浙江天圣化纤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其对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
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12月6日召开，经该
次会议债权核查审核确认的无异议债权为8笔，合计金额为147543144 .42元。
同时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停止债务人营业的报告》、《债务人财产管理方
案》等报告。2021年12月23日，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的绍通
大专审字〔2021〕1756号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为87321993 . 98元，负债总额为193134553 .13元，净资产为-105812559 .15
元，已属于严重资不抵债。本院认为，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现企业资
产现状及债权登记结果证实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资产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本院在受理申请人提出的
破产清算申请后，相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者重整程序申请且绍兴正大光
明纺织有限公司亦不存在宣告破产障碍的事由，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
司作为企业法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21年12月23日裁定宣告绍
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2021)徐仲受字第408号 贵州核黄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严波
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举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后15日内。

徐州仲裁委员会
(2021)徐仲受字第409号 贵州核黄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吴良喜与
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举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后15日内。

徐州仲裁委员会
李晓东、王文海：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们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
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张志刚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
0431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李晓东、王文海：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们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
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张志刚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
案字第0432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李晓东、王文海：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们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
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张志刚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
第0433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仲
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涛：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2021)邯仲
案字第0545、0546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两案，现向你公告两案的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仲裁文书，以及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证据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前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答辩与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两案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地
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楼，邮编056107，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邯郸市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邯郸市正隆干混砂浆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之间的(2021)邯仲案字第0471号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仲裁文书，以及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
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前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答辩与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楼，邮编056107，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李元明：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嘉兴市中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1)嘉仲字第10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嘉兴仲裁委员会
张蒙蒙：本会受理的苏州朗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
议一案[案号(2021)苏仲裁字第0593号]，由仲裁员冯海天组成仲裁庭，定于2022年2
月22日13时30分在本会第三仲裁厅开庭审理。现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
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于2022年3月4日作出裁决，限你公司自裁
决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天津三合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编号为[2021]津仲字第0037号，本会已依法作
出裁决。现向你公司送达[2021]津仲裁字第0037号裁决书。请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海申传奇置业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迟宁与你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编号为[2021]
津仲字第0180号，本会已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公司送达[2021]津仲裁字第0180号裁
决书。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华弈盛泰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瑞艾泰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编号为[2020 ]津仲字第1120号，本会已依法作出裁
决。现向你公司送达[2020]津仲裁字第1120号裁决书。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卡斯诺石油钻井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与你方的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津仲字第1056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
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4月20
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卡斯诺石油钻井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与你方的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津仲字第1057号]，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
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
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4月
20日11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上海掌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刘长诉你方劳动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664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应申
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2022年3月18日15时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
服务中心1号楼3楼3069室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
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西藏嘎尔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边珠：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华锐天硕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补充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
第208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本会定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30开庭在本会仲裁庭开
庭审理。请你们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王晓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拉萨鲁祥工贸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拉仲裁字第83号裁决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贵州跃飞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本委于2021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黄捷诉你方劳动争议一
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你公司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仲裁风险提示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和开庭审理前。未提交答辩书的，不
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未提供证据的，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10个工作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忠旺铝合金精深加工有限公司：我单位作出的《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伊自
然自闲调【2022】001号，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
日内到伊川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接受调查。地址：伊川县新城大道西段自
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301。

河南省伊川县自然资源局
淮北市爱优微家具厂(普通合伙)：本委受理淮北开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淮仲字第16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淮北市人民中路招商大厦四楼)，逾期视为送达。

淮北仲裁委员会公告

公 告

常熟市固启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你单位工伤职工游长发提出的先行
支付申请，并已依法先行支付游长发工伤保险待遇57955.2元。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方
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偿还本中心先行支付的费用57955.2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偿还的，本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昆山耀异玻璃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你单位工伤职工耿龙龙提出的先行支付申
请，并已依法先行支付耿龙龙工伤保险待遇87219.42元。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单位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方
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偿还本中心先行支付的费用87219.42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偿还的，本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苏州安速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你单位工伤职工张志提出的先
行支付申请，并已依法先行支付张志工伤保险待遇47428 .55元。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
催告书》(请你方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偿还本中心先行支付的费用47428 . 5 5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偿还的，本中心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江苏阿古丽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中心受理你单位工伤职工侯鹏成提
出的先行支付申请，并已依法先行支付侯鹏成工伤保险待遇708470元。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强
制执行催告书》(请你方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偿还本中心先行支付的费用
70847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偿还的，本中心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沙湾万特矿业有限公司职工债权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人民法院于
2021年5月7日作出(2019)新4223民破4号之三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万特
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执行期内，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九十条规定，对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的情况进行了监督。在
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无法满足经营资质条件，导致《重整计划(草案)》约
定的清偿债务条件不能成就。为了能保障债权人利益，沙湾市人民法院于
2021年12月28日组织召开了万特矿业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网络)，此次会议表
决事项为：变更清偿债务的时间、变更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职工债权经管理
人统计并公示无异议的债权总金额为2326915 .35元，该组债权按照100%比例
清偿，不作调整。在具备生产经营手续后的当年一次性清偿完毕，预计时间
为2023年12月31日前。如各位职工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与管
理人联系并投票表决，未投票表决的，视为是弃权。管理人将按照已知且可
联系到的职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职工代表的表决意见来统计职工债权组
的最终表决结果。特此公告

沙湾万特矿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月5日

鹿泉市城区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裁定受理黄英堂对鹿泉市
城区供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受理案号为(2020)冀0110清申第2
号。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指定，由河北金龙律师事务所龚剑、宋
振兵、宋丹丹、韩硕、赵紫璇组成清算组，龚剑担任清算组组长，依法负责对被申
请人的强制清算工作。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鹿泉市
城区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鹿泉市城区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于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三、清算组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215号澳佳
大厦10层D区，联系人：白崇月，电话：15032866595。特此公告。

鹿泉市城区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22年1月11日

２０22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