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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法院打造家门口诉讼服务新模式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主动将司法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

积极打造家门口诉讼服务新模式。

  2021年3月，福田法院在梅林街道设立诉

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统筹发挥人民调

解、公证、法律援助、心理咨询、远程诉讼等资

源优势，积极构建“党建+多元解纷+诉源治理”

模式，把更便捷、更多元、更高效、更智慧的解

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着力打造“我为群众

办实事”新窗口、多元解纷基层新样本、深圳政

法工作新品牌。

推进多元共治

搭建“一站式”部门联动平台

  福田法院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

积极搭建“党政主导、司法引导、全域协同”的诉

源治理联动平台。在深圳市委政法委领导下，成

立由市区两级政法委、两级法院和梅林街道共

同组成的诉源治理协调小组，建立常态化会商

机制，及时会商解决重大问题和重大紧急事项，

形成两级协同的诉源治理合力。推进党建标准

化建设，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发令、职能部门

响应”工作机制，赋予基层党组织“吹哨权”、协

调权、反向考核权，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诉源

治理工作。

  同时，积极推动多元法治力量深度融合、下

沉联动，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福田

法院、梅林街道、相关调解组织、法律援助机构、

公证机构均派员入驻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

心，提供受理群众诉求、分级分类调处矛盾纠纷

及纠纷处理评估咨询、保全、在线司法确认等全

链条服务，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处理。激发公

证机构活力，试点链接公证调解，充分发挥公证

机关在证据固定、调解协议见证和执行监督等

方面的优势。整合两级法院优质调解资源，充分

发挥调解组织、律师协会、法律院校等社会机构

作用，推动成立商事调解行业协会，积极吸纳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法律工作者参与调解。

  2021年5月，一位学生家长联系诉源治理

非诉解纷工作中心，称福田区某培训中心受疫

情影响发布停业公告，近百名家长预付的课时

费无法退还，请求帮助解决。因纠纷涉及人数

较多，涉案课时费高达130余万元，家长与培训

中心产生对立情绪。为及时调解纠纷，诉源治理

非诉解纷工作中心与街道司法所、派出所等部

门深入研判、合力解纷。最终，这起纠纷在诉源

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获得圆满解决。

聚焦商事纠纷

构建“靶向式”分级治理体系

  8天9轮面对面、背靠背调解，圆满化解一

起发生在商圈的群体性纠纷，充分体现了诉源

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的商事纠纷化解能力

和源头解纷实效性。

  据了解，2021年4月初，梅林街道某商业中心发

生一起安全事故，当事人在拆除电箱时不慎触电

身亡，其家属聚集数十人在该商业中心悬挂横幅、

堵塞道路，严重影响其他商户正常营业。

  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接到公安机关

通知后，立即研判纠纷情况，并派出两名经验丰

富的特邀调解员，与梅林街道调解员合力进行

调解。凭借丰富的商事领域调解经验，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福田法院

法官远程在线审核后，当场出具并送达确认调

解协议有效的民事裁定书，有效避免了事态进

一步扩大。

  在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建设过程

中，福田法院结合梅林街道商圈集聚、商事纠

纷多发的实际，与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

障促进中心合作，建立“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

认”商事纠纷全链条线上解纷模式。同时，安排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调解中心、福田

区企业家协会等机构擅长商事纠纷化解的特

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常驻中心开展工作。聚焦

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纠纷多发领域，加强项

目实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预判和评估，

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对矛盾风险态势发展的

预测预警作用。

  此外，福田法院还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分

层分类分级化解机制，根据矛盾纠纷产生原

因、涉及人数、紧急程度等各种因素，导入不

同层级、动员不同资源进行化解，逐步推进矛

盾纠纷处理标准化建设。对劳动争议、婚姻家

事、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主要依靠街道和社

区现有调解力量进行化解；对金融、知识产

权、证券、房地产等商事纠纷，主要依靠专业

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专业化力量进行化解；

对类型化纠纷，积极构建“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模式，进行针对性、实质性化解。同时，与

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

物业监管和物业纠纷联动调处模式，实现纠

纷化解精细化、专业化。

推动资源下沉

探索“点单式”司法服务模式

  据福田法院参与的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

85%的社区群众比较认同诉前调解，熟人之间、

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尤其适用于调解；30%的群

众表示，因为法律知识欠缺，希望获得专业的

法律咨询和帮助。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

成立以来，将法治力量下沉前移到基层一线，

努力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获得

零距离、低成本、便捷化、高效率的司法服务，

“有纠纷首先找中心”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

立以来，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已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2637件。

  群众在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可以享

受立案、诉讼费用缴纳、电子阅卷、调解、司法确

认、法律咨询等各项诉讼服务。律师通过中心紧

急联系法官、递交材料、进行阅卷，极大方便了

诉讼活动的进行。福田法院每周向中心派驻值

班法官，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处理涉诉信

访投诉，指导纠纷调解；常态化开展送法进社

区、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通过以案说法、以事

普法等多种方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源头性、基础性问题，不断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和法律素养。

  福田法院组建职业化调解队伍，目前共有

特邀调解组织52家、调解员594名。同时，建立特

邀调解员名册，分为爱心调解员、家事调解员、

劳动纠纷调解员、金融纠纷调解员、商事纠纷调

解员等不同类别进行管理。成立深圳市首个医

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委员会，实行钻石、金牌、

银牌、铜牌调解员等级管理制度，实现纠纷诊断

化解既有“全科医生”，又有“专科医生”。群众可

以根据需求，自行选择调解员调解纠纷，进一步

增强了调解的公信力。

  下一步，福田法院将继续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诉源治理非诉

解纷工作中心作用，推广诉源治理非诉解纷模

式，不断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

综合机制，努力打造特色化、“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   文/图 周丹 罗雅茵

太原铁路警方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近日，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铁路

公安处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其间，工

作人员对各单位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是否配备齐全等进行重点检

查，并现场签发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同时，按照

“谁检查、谁跟踪、谁销号”原则，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隐患，建立问题清单，督促责任单位限时整

改；要求各单位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常态化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提升火灾防

控能力。截至目前，共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5

次，受教育人员达200余人。    张福星

紫金县开展校车驾驶员毛发毒检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公安

局缉毒大队联合县教育局、禁毒办、禁毒协会等

单位，对全县校车驾驶员进行毛发毒品检测。其

间，工作人员认真核对和登记驾驶员个人信息，

有序采集毛发，并全程录音录像，确保检测结果

真实有效。同时，利用采样间隙，通过发放禁毒宣

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等多种方式，传播

无毒生活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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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禁毒意识和法治观念。此次检测共采

样131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刘明军

深圳航城街道开展国防教育宣传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营

造全民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

围，连日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在辖

区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一是在宝安区国防教

育训练基地开展“军事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

过队列队形训练、战术动作指导、步枪实弹射击

等形式，增强党政领导干部国防意识。二是组织

基干民兵参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军事历史长廊，

观看爱国主义电影《长津湖》，增强民兵国防观

念。三是走进社区、企业和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宣

讲活动，向群众普及国防知识。   崔卓越

上海南桥镇引导涉毒人员重拾信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戒毒康复成效，降

低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风险，日前，上海市奉贤区

南桥镇在辖区开展涉毒贫困人员走访帮扶活

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涉毒贫困人员送上米

面、粮油等生活慰问品，详细询问家庭基本情况

及面临的实际困难，引导大家认清毒品危害，重

拾生活信心，顺利回归社会。下一步，南桥镇将

按照“平安关爱”行动要求，加大对涉毒贫困人

员的帮扶力度，积极落实心理咨询、就业培训等

帮扶救助措施，有效破解因毒致贫、因毒返贫、

因贫涉毒等突出问题。       张奇

  广东省深圳市诉源治理非诉解纷中心开

展在线司法确认。

  “我们都已安全到家，今天早上收到了最后一笔

工资到账的短信，谢谢你们帮我们追回工资，让我们

回家过个安心年……”1月17日，江苏省海安市人民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接到农民工小穆从家乡云

南打来的电话。

  据了解，20 2 0年5月，小穆来到海安市东部家具

城某家具厂务工，每月都能按时领到工资。2 0 2 1年8

月，家具厂老板开始拖欠工资，并于当年10月将包括

小穆在内的50余名农民工全部辞退，小穆与工友们

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2 0 2 1年1 1月，海安市检察院收到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移送的线索后，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询

问农民工代表，办案检察官了解到，该家具厂受疫情

影响，几乎处于停产状态，从8月开始一直拖欠79名

农民工工资。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云南、陕西、江西、

福建等10余个省份，工资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79名农民工中，只有30人与

家具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余49人没有劳动关系证

明，其中包括12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由于

该家具厂发放工资时多用现金支付，或通过会计微

信扫码付款，大多数农民工无法提供有效的劳动关

系证明。

  年关将至，为尽快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海安市

检察院指导大家对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进行截

图，进一步固定证据，最终明确67名农民工与家具厂

存在劳动关系，12名农民工与家具厂存在劳务关系，

并确定了家具厂拖欠工资的时间、人数、数额等情

况。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法律援助中心，要求中心指

派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1 1月2 4日，海安市检察院支持67名农民工申请

仲裁，并于当天联合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家

具厂所在街道办、东部家具行业协会等多家单位，组

织企业法定代表人、农民工代表、法律援助律师、家

具厂厂房出租方，对案件进行调解，共商解决方案。

经过检察官、仲裁员多方释法说理、沟通协商，最终

达成分期发放工资的调解协议，并作出仲裁调解书。

  1 1月2 6日，海安市检察院支持12名农民工向海

安市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前调解，双方于当天达成

调解协议，法院作出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经过多方合力纾解，最终，家具厂承诺按照工资

总额的15%、4 5 %、4 0 % ，分3期向79名农民工支付合

计119万余元工资，并保证于2022年春节前，将3期工

资发放完毕。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领到工资，在海安市检察院

提议下，由家具厂厂房出租方在银行设立账户，将家

具厂收到的货款原封不动地打入账户，并由街道办、

东部家具行业协会等共同监管，实行专款专用。12月

1日，79名农民工如期领到了第一期工资。

  为逃避监管，家具厂负责人利用夜间转移货物，与客户进行现金交易，

未将货款打入监管账户，导致农民工第二期工资未能如期发放。接到农民工

求助后，12月30日，海安市检察院再次组织家具厂负责人、家具厂所在街道

办、法律援助律师进行协商，敦促家具厂负责人及时支付工资。

  2022年1月10日，第二期工资顺利发放到农民工银行账户中。当天，小穆

与工友们踏上了返乡的火车。1月17日，第三期工资如期到账。至此，这起一

波三折的欠薪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王峥峥 陆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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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3月2日，在北京市大兴区

亦庄医院妇产科一女婴儿死亡。请其

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13505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08年5月14日，在北京市大兴区旧
宫镇工业园区内维尔卡木服装厂库房上
发现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的女婴儿(死亡)。
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13505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08年1月8日，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
镇康庄村南300米处，桃树地内发现一具
无名干尸。经查尸体性别为女性，70岁左
右，尸长约147厘米左右，尸体已严重风干
且白骨化，上穿一件深紫色背心，下穿一
件短裤，右手腕戴一块标有“ROLEX”手
表，死亡时间在2006年左右。请其亲属见
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联系。联系
电话：010-61213505，联系人：王警官、马
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5年5月2日，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
门镇南五环西毓顺桥发现一名无名女性
尸体。上穿长袖T恤，下穿长裤，双足穿鞋
及袜子。尸体长约160厘米，体态中等。请
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联
系。联系电话：010-61213505，联系人：王警
官、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2年10月9日，在北京市大兴区旧

宫美丽新世界东侧停车场与小区出入口

处发现一枚头骨。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

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13505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0年11月19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团

河北村198别墅北墙外70米处发现一具无

名女性高度腐烂尸体。请其亲属见报后

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13505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3年10月11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兴

亦路中轴路东侧枣树林内发现一具人体

骨骼。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

侦支队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13505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北京市丰台区关厢东里127号房屋在

我公司实施的方庄东住宅区代征城市绿

地(左外关厢)项目范围内。由于该户无法

提供明确的产权证明，经我公司前期入

户调查推定该处房屋的现产权人为龚春

花。若其他相关人员对此有异议的，请于

15日内向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

群园二区11号楼，联系人宋敏，联系电话

010-67638251。逾期无人提出异议的，我公

司将和现房屋的产权人签订相关的拆迁

补偿协议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北京市丰台区关厢东里133号房屋在

我公司实施的方庄东住宅区代征城市绿

地(左外关厢)项目范围内。由于该户无法

提供明确的产权证明，经我公司前期入

户调查推定该处房屋的现产权人为龚锡

山(已故)之合法权利人。若其他相关人员

对此有异议的，请于15日内向北京首开亿

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联系地址北

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二区11号楼，联系

人宋敏，联系电话010-67638251。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的，我公司将和现房屋之合法

权利人签订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并对其

进行相应的补偿。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北京市丰台区关厢东里126号房屋在

我公司实施的方庄东住宅区代征城市绿

地(左外关厢)项目范围内。由于该户无法

提供明确的产权证明，经我公司前期入

户调查推定该处房屋的现产权人为龚淑

兰(已故)之合法权利人。若其他相关人员

对此有异议的，请于15日内向北京首开亿

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联系地址北

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二区11号楼，联系

人宋敏，联系电话010-67638251。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的，我公司将和现房屋之合法

权利人签订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并对其

进行相应的补偿。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北京市丰台区关厢东里94号房屋在

我公司实施的方庄东住宅区代征城市绿

地(左外关厢)项目范围内。由于该户无法

提供明确的产权证明，经我公司前期入

户调查推定该处房屋的现产权人为王文

成。若其他相关人员对此有异议的，请于

15日内向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

群园二区11号楼，联系人宋敏，联系电话

010-67638251。逾期无人提出异议的，我公

司将和现房屋的产权人签订相关的拆迁

补偿协议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北京市丰台区关厢东里133号房屋在

我公司实施的方庄东住宅区代征城市绿

地(左外关厢)项目范围内。由于该户无法

提供明确的产权证明，经我公司前期入

户调查推定该处房屋的现产权人为邓再

义。若其他相关人员对此有异议的，请于

15日内向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

群园二区11号楼，联系人宋敏，联系电话

010-67638251。逾期无人提出异议的，我公

司将和现房屋的产权人签订相关的拆迁

补偿协议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

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2014年11月23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德
贤路原天上天农贸市场红绿灯对面树林
内发现一男子死亡。该男子约40岁左右，
身高174CM，体态偏瘦，上穿黑色棉衣，下
穿深色棉裤。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
分局刑侦支队联系。联系电话：0 1 0 -
61213505，联系人：王警官、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任哲明：江西省景夷达洁具有限公司于

2021年4月28日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

议：股东汪计兰、任哲明在股东会决议形

成之日起30日按各自所占股份比例共筹

集资金3000万元注入南阳景天置业有限

公司；否则，将南阳景天置业有限公司资

产进行评估按市场价格将南阳景天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出售给他人，待评估价格

出来后，直接出售，无需再另行召开股东

会。现评估价格已出来，根据股东会决

议，拟将南阳景天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以

壹亿零陆佰万出售。

  特此公告

江西省景夷达洁具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公 告

路景涛 汤喜旺 张艳玲

  本院在执行路景涛、汤喜旺、张

艳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

路景涛、汤喜旺、张艳玲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提出悬赏公告申请，依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特

发布执行悬赏公告如下：

  被执行人：路景涛，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竞秀区五四西路329号7栋1

单元202号。

  被执行人：张艳玲，女，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竞秀区东风西路516号34

栋1单元101室。

  被执行人：汤喜旺，男，满族，1981年2月19日出生，住承德市滦平县小营满族乡二道湾

子村台子18号。

  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下落并协助本院实际拘留被执行人15天的将给予50000元奖

励;凡向本院提供财产线索使得案件得以执行到位或部分执行到位的将按照执行到位金

额的10%给予现金奖励。本院将对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身份及提供线索的相关情况予以

保密，严禁打击报复。举报电话：17731206711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人民法院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人民法院悬赏执行公告

  2009年6月26日，在北京市大兴区旧
宫镇碧海公园长椅上发现一名男婴儿，
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送阜外医院
抢救，2009年7月19日因抢救无效死亡。请
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联
系。联系电话：010-61213505，联系人：王警
官、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5年6月4日，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
镇清源公园东南角一砖房内一名未知名
女子被人用砖头砸伤头部后死亡，嫌疑
人已到案。死者上穿黑色无袖衫，下身穿
深色牛仔裤，系棕色皮带。尸身长153厘
米，发长4厘米。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
分局刑侦支队联系。联系电话：0 1 0 -
61213505，联系人：王警官、马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 2021)苏0311民初6313号 范建学、陈华群、范公德：本院受理原告张强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
6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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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297号 周井根：本院受理原告李传辉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29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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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40号 王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52号 宋恒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54号 江苏润泽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公司、季川川、李岩、尚玉珍、陈荣英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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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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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157号 苗家强、孙凤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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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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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58号 李晓勇、禹桂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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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２０22年1月25日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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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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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2号 苏振：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
民初7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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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冲县南门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腾冲市天天印刷厂诉你承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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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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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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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云南郎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何玉坤诉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和你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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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齐高辉：本院受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4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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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瑞驰重型机床有限公司、武安市科成铸造有限公司、杨小凤：本院受理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诉你们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3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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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张淑红：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诉你为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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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联邦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建民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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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黄新东：本院受理陈艮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
初6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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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约海：本院受理泰兴市德泉农资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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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民初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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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叶明泉：本院受理丁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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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宣堡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龚必芝：本院受理张建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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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
法院5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何斌、朱娟：本院受理陆国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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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家玉：本院受理深圳市大概率法务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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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向俐锋：本院受理戴秀凤诉你、向毓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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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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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宋井玲：本院受理朱伯荣诉你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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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彭银环、史瑞雪、郭修志、郭梓帆、司秋丽：本院受理张玉建诉刘进、郭兰芹、
刘胜、宋秀景、郭德影、郭高建、你们、第三人张群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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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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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蒋尊运：本院受理张真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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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周丰功、齐喜英：原告蔡洪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21民初6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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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崇雨：本院受理常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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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陈伟能、黄广波、张东旭、苗永清、黄广振、李广洋、刘广存、王军、秦守斌、李
传贤、李昭金、佟沛庭、宋杰、顾辉俊、马福彪、胡明哲、高景林、欧阳慧、张兴
展：本院受理郭佑平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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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香丽：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朱满好：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崇化：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