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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发挥人大制度优势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人大常委会着

眼发展大局，主动担当作为，以全方位履

职尽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与发展同向

服务中心大局有力有效

  紧扣发展所需、民生所盼，依法履行

监督职责。东台市人大常委会密切关注

经济运行态势，对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

“全员全域全年”招商等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组织视察新特产业重大项目、沿海开

发重点工程，加快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创

新“八个一”环保监督机制，率先在全省

建立并试点镇级环境专项报告制度。建

设预算联网监督工作室 ，实现人大对财

政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的实时查询、跟

踪问效。组织市镇两级1590名人大代表走

访低收入农户 ，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 0 0 余 起。分 片 召 开 基 层 人 大 代 表 座 谈

会，专题审议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情况 ，将村庄环境整

治纳入重点监督内容 ，为乡村振兴增添

强劲引擎。

坚持与人民同心

推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坚持实干惠民，着力办好民生实事，

化解民生堵点痛点。开展“疫情防控人大

代表在行动”系列活动，专题听取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等情况汇报，推动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经济企稳回升。将加强综

合交通体系建设作为“一号议案”，每年两

次专题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高频次组织人

大代表视察重点交通工程项目，以“钉钉

子”精神推动形成外联内畅大交通格局。

常态化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全面推行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紧盯群众

关心关注的富民增收、教育医疗、社会养

老等热点问题，专题审议视察，强化跟踪

问效，使民生实事决策由“为民作主”变为

“由民作主”。

坚持与法治同行

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

  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助推法治东台建

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法律巡视”

作用，对环境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20

余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检查。创新部门工作评议方式，将“一府一

委两院”（“一府”指人民政府，“一委”指

监察委员会，“两院”指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及其部门分为经济综合、城建交通、

民生保障、执法监督和“一委两院”5种类

型，每年组织上百名代表参加评议测评，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推

进审务、检务公开，每年按照一定比例随

机确定法官、检察官述职评议，推动司法

人员高效履职、公正司法。

坚持与代表同力

激发代表发挥主体作用

  创新工作举措，强化服务保障，推进

代表工作更接地气、更有作为。推进人大

代表之家（站、室）规范化建设，建成代表

之家、代表工作站等4 1 0 个，率先实现四

级人大代表到家、进站全覆盖。创新建立

双联、双定、双述、双评“四双”工作机制，

确定每月20日为代表接待选民日，面对面

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科学划分专

业代表小组，邀请各级代表70 0余人参与

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不断提高代

表履职能力。

  “我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代表满

意为标准，推行代表建议办理‘十步工作

法’，有效督办人大代表提出的6 7 1 件议

案建议，推动解决了道路‘ 微循环’不畅

等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 ，受到

群众好评。”东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周爱东说。

陈飞  

韶关举行禁毒社工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禁毒办举行

禁毒社工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0个县（市、

区）的30余名禁毒社工参加比赛。比赛内容包括

以《广东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社会工作服务规

范》《个案工作实务技巧与工具》为主的实务专

题学习、一对一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专业

知识竞赛3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乐昌市禁毒

社工团队获得一等奖，南雄市、韶关市武江区禁

毒社工团队获得二等奖。此次比赛进一步提高

了禁毒社工的业务水平，为做好吸毒人员帮扶

工作提供了人才支撑。      曾志士

博罗禁毒教育基地打造线上云场馆
  本报讯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禁毒教育

基地积极打造VR线上云场馆，让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学习禁毒知识。云场馆采用AI人工智

能、VR、AR、全息互动等技术，支持禁毒法律

法规讲解、毒品危害模拟展示、专题宣传片点

播等功能，通过搭建“数字化+自主化”的交互

式学习环境，使禁毒宣传教育更具趣味性和实

效性。自2020年7月开馆以来，云场馆已接待近

万名观众，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和能力，营造了全民关心支持、积极参

与禁毒工作的浓厚氛围。         谢凯玲

邯郸市新乾图物资有限公司、王岳震、贾彩兰、苏华、薛晓萍、杨清义、闫起珍、王磊、王丹
丹：本院受理河北强辰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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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春明：原告张宏刚诉被告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与
你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原告吕春明向本院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徐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福来、徐州通来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申诉人韩莉因与被申诉人徐州徐工施
维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维英公司)及原审原告张福来、第三人徐州通来
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申诉人韩莉向
本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两方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至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十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崔金好：本院受理原告孟小丽与被告崔金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4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崔金好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孟小丽返还货款1337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96元，保全费
122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6116元，由被告崔金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徐应军：原告东台市冀东水暖器材批发部与被告徐应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徐应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东台市冀东水暖器材批发部
支付货款28900元及利息(以本金28900元，从2021年9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
告东台市冀东水暖器材批发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6元，公告费700元，合计
1226元，由被告徐应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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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仇素华：原告周红波与被告仇素华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郭伟松：原告王娟与被告郭伟松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富安镇好又多百货购物中心、钟建飞：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恒华商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东台市富安镇好又多百货购物中心、钟建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981民初457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被告东台市富安镇好又多百货购
物中心、钟建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东台市恒华商贸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61176元及利息(以61176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8月2日起计算至2021年10月20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元，案件保全费920元，合计2249
元，由被告东台市富安镇好又多百货购物中心、钟建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至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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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张永桂：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钢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永桂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
38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张永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向
原告东台市钢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给付借款本金733000元及利息2000元，合
计735000元。案件受理费11150元，由被告张永桂负担。限你于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李文静、魏建军：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5567号原告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何绍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伊通满族自治县
鸿鑫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张立
龙、滦州市卓丰宜通运输有限公司、朱振云、刘会芳与第三人李文静、魏建军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送达后
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李妮妮、张苏：本院受理原告魏兴成与被告李妮妮、张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21)苏1112民初186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李妮妮、张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魏兴成货款94700元;二、被告李妮妮、张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魏兴成律师代理费用6629元。案件受理费2383元，减半收取1192元，由被告
李妮妮、张苏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雷鑫：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争艳、雷鑫抵押合同纠纷
一案，后依法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刘争艳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112民初2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原告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对
被告雷鑫抵押的位于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29号街坊(锦瑞名品馆)二层-12号房屋(产权证
号：包房权证昆字第268269号)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
款在8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11800元保全费452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
17020元，由被告雷鑫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朱明让：本院于2021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德景申请宣告朱明让失踪一案。申请人
称，你于2007年11月7日离家未归，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朱明让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朱明让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明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朱明让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511号 杭州亚视广信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巢静华诉被告杭州亚视广
信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3月18日上午8
时5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57号 华国祥、华佳栋、华善兴：本院对原告曹蕾诉被告华国祥、曹国
萍，华佳栋、华善兴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本案于2022年3月17日下午
14时1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林燕龙：本院受理原告金湖优易车辆租赁服务部与被告杨群、林燕龙车辆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令：1.被告杨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
金湖优易车辆租赁服务部支付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5月11日的租金310000元及利息
(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林燕龙对被告杨群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案件受理费59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50元，由被告杨群、林燕龙负担。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831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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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孟：本院受理史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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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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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美知昊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州小助手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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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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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广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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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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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雪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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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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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张敬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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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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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言文、王百筝、程海真、程素芹：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们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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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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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红闯、陈文娜、曾浩、侯云灿、王成：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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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凯汇盛贸易有限公司、袁志刚、秦伟君、杨伟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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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本院受理黄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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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正才：本院受理李锋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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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仓市泰昌工量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新宇博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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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1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贺承跃：本院受理丁建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
初48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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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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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兵：本院受理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法官勤廉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定于2022年3月16日9时在本院汉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徐磊：本院受理陈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法官勤廉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定
于2022年3月17日9时在本院汉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贵发申请宣告杨生刚死亡一案，经查，杨生刚，男，汉族，1987年2月1日出
生，住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白果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0622198702011810。于2015年年初离
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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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知悉其生存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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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毛洪波：原告何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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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双臣：原告浙江天诚双瀛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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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超：原告高金法诉你赡养费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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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昆：原告刘久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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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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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美奇艺影城有限公司：原告浙江龙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757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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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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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桂青：原告嘉兴建材陶瓷市场明洋水暖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402民初782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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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沈玲云：原告嘉兴水果市场硕金果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76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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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文均、欧高冬、张贵明、嘉兴百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黄浩、秦玉杰：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
734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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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党威：原告嘉兴水果市场顺发果品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759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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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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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宁夏昌泰砼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恒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前黄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王晓亭：本院受理周燕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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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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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鲍爱平：本院受理常州汉尔威出口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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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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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先银：本院受理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402
民初3415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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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学健：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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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秀峰：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5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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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柯宝建材有限公司、王从顺、王丽军：本院受理常州市松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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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4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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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胜祥：本院受理李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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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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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舜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河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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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得奎：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林之峰防水材料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剑：本院受理昆山市新镇白塔砂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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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敬世平：本院受理惠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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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升东物资有限公司、林建宝：本院受理昆山祥瑞物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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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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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候波：本院受理杨孟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尚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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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朱胜飞 370883198804215117  胡 松 37088319900707511X  姬 圳 370883199211035510

蒋庆乾 370883197601142515  滕新勇 370825197808170712  张善民 370825197504126237

蔡圣茂 412328198312023314  陈 鹏 370883198610065173  李嫚嫚 370883198808225128

相菲菲 370883198408081620  栾 娜 370883198902064842

  以上11人，因长期旷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经矿研究并征得工会同意，分别给予

解除劳动合同、记大过、记过、警告处分，请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朱胜飞、胡

松、姬圳、蒋庆乾、滕新勇、张善民、蔡圣茂、陈鹏、李嫚嫚、相菲菲到矿办理解除劳动合

同手续；栾娜回矿上班。逾期未办理或未上班的，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屯煤矿

2022年1月12日

通 告

虞亚舟：本院受理沈怡诉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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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朝辉、陈企余：原告何兴高诉你、自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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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起云：本院受理原告贵阳观山湖昌龙建筑材料租赁部诉你(2020)黔0115民初12896号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本案原告贵阳观山湖昌龙建筑材料租赁部不
服本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2021)徐仲受字第391号 江苏淳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徐州市
固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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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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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李喜平、李建国、李喜荣、李双荣：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中恒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回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617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 0 -
308451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上海州洲航空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鄂尔多斯市成吉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州洲航空货物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鄂仲字第0550号)，本会已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
(2021)鄂仲字第0550号《裁决书》，现将上述《裁决书》向你公告送达，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领取，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电话：0477—8381212。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吴勇：本会受理的王维与你装饰装修合同争议案[(2021)苏仲裁字第0112号]，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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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湖南海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代洪杰、代洪东与你之间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福劳(人)仲案字【2021】122号、158号仲
裁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东方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胡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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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号应申请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3月11日10时在武汉市高新大道777号光
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楼3楼3067室劳动仲裁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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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晨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朱明华诉你方关于工伤赔偿的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彝劳人仲案字〔2021〕92号)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空白答辩书、出庭通知书各1份共6份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书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举
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5个工作日前，定于2022年3月30日10时在云南省昭通市彝
良县政务服务中心1楼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否则将作缺席审理、裁决。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四川盛科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唐兵诉你方关于工伤赔偿的劳动争议案件，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彝劳人仲案字〔2021〕91号)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授权
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空白答辩书、出庭通知书各1份
共6份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书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
内，举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5个工作日前，定于2022年3月30日8时30分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
县政务服务中心1楼开庭审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否则将作缺席审理、裁决。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２０22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