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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检察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3月，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被确

定为首批34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

办公室办案联系点之一。据悉，该办公室由

广东省清远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2月设立，

是粤东西北地区首个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

也是全省首批立足“四大检察”融合发展的

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办案机构。

  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整合知识产

权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致

力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优化营商环

境、护航科技创新。建成运行以来，该办公室

建立“融、通、专、特”工作机制，共办理审查

起诉案件18件50人，向法院发出审判监督

磋商函1份，向行政机关发出纠正违法检察

建议2份，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1件2人，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1

份，促成侵权人赔偿2000余万元，保护企业

知识产权价值7.4亿元。

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

  清远检察机关打破层级壁垒、条线壁垒，

依托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抽调全市两

级院“四大检察”业务条线的优秀员额检察

官，组建专业化、综合化办案团队，构建“案件

办理+社会治理+法律研究”三位一体工作模

式，负责办理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案件。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

室研发的《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程序问题研

究》课程被评为第六批“全省检察教育培训精

品课程”；撰写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困

境及破解思路》一文被《当代检察官》刊发。

  在熊某、陈某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中，被

侵权的深圳某公司研发的AOI自动光学检

测仪市场销售业绩非常好。因利润丰厚，该

公司4名员工离职前从公司窃走相关软件，

研发仿制的AOI自动光学检测仪，以远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进行销售，给该公司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

  据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案侵权产品是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

电子设备，但软件价值远超硬件。基于此，清

城区检察院将被告人销售产品的整体金额作

为非法经营数额，不再区分软件和硬件，并在

此基础上扣除硬件成本计算4名被告人的违

法所得数额。犯罪数额确定后，检察官在审查

起诉环节提出精准量刑意见，主动与被告人、

辩护人进行沟通，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促使被

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为帮助该公司挽回损失，清远市检察机关

积极促成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和解，帮助企业

降低维权成本。同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

建议企业开展合规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最终，4名被告人与被侵权企业达成和

解协议，对企业进行赔偿，并交出侵权过程中

获得的相关资料。事后，该公司专门向清远

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该案成功入选“清远市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

为企业搭建服务平台

  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牢固树立为民

服务宗旨，积极搭建企业服务平台，深入了解

企业诉求，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检察产品。

  为帮助企业及时反映诉求、降低维权成

本、畅通服务渠道，该办公室在清城区检察院

12309接待大厅设立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窗口，开辟企业知识产权检察服务绿色通道。

通过“一站式”服务窗口，企业可直接向清远

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反映诉求、咨询问题。此

外，该办公室还在3家高新企业设立企业联系

点，收集企业需求，提供“点对点”检察服务。

  今年年初，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牵头

召开清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座谈会，就清远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相关问题、当地特色农产品

品牌培育工作、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和探讨。同时，围绕企业和行业协会

代表提出的问题，与行政机关加强沟通协调，

切实发挥检察机关保护清远地理标志产品的

职能作用，为清远经济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此外，该办公室还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

活动，通过发放知识产权保护手册、讲解知识

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加强知识产

权普法宣传，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

时，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企业管理漏洞，

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构建一体化保护格局

  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充分发挥

“四检融合”机制优势，注意在刑事、民事、行政

相关案件中同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同时，重点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国有财产

保护领域涉及知识产权的公益诉讼线索，对

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食品药品、虚假宣传

保健食品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

公众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11月，该办公室对一宗制售假酒

的假冒注册商标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和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涉案的两名被告人

对销售假酒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赔礼道歉和承担销售价款3倍赔偿

金等责任，获得法院支持。法院依法判处

两名被告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销售价款

3倍赔偿金，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进行

赔礼道歉。

  据清远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涉KTV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

逐年增加的实际，该办公室依法规范卡拉

OK领域版权市场秩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版权局和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出检察

建议和磋商函，做到“一事三监督”，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针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

业性强、取证困难的实际，采取原则上“每案

必提前介入”的思路，主动将审查工作前移。

同时，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操作

指引》，确保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全覆盖；在证据收集基础上，探索

适合知识产权办案的取证方式，有效克服举

证难问题，提高办案质效；依法认真履行批

准逮捕、提起公诉等职能，加大对各类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此外，该办公室还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诉讼

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一方面，加强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的审查监督，重

点监督因不依法履行执行职责及错误采取执

行措施、错误处置执行标的物、错误追加被执

行人，致使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等权

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另一方面，加强对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及时发现

并纠正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题；加强刑事立

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坚决纠正有案不立、

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等行为。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动‘四大检察’

融合发展，建立健全‘一案四查’制度，努力

打造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清远模式’。”清远

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李文丰  

南阳保安公司多措并举加强工会建设
  本报讯 河南省南阳市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以工会规范化建设活动为抓手，对照

工会规范化建设标准，全面提升工会工作

整体水平。一是健全工会组织，做好会员

发展和管理工作，职工入会率达95%以上。

二是健全组织机构，建设职工书屋、职工

娱乐室，丰富工会活动内容。三是健全管

理机制，推进工会工作群众化、民主化、制度化、

法治化。四是围绕工会工作主要任务，引导

工会会员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广大职工感受“职工之家”

的温暖。

曾庆朝 王峰  

珠海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禁毒”宣传
  本报讯 连日来，广东省珠海市禁毒办

在辖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禁毒”宣传活

动。活动期间，香洲区禁毒办通过发放宣传

手册、设置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等多种

方式，详细讲解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提高群众对反恐防恐、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斗门区禁毒办利用

多媒体技术打造线上禁毒宣教阵地，开展线

上直播活动，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传播无毒

生活理念，倡导大家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增强

禁毒意识和法治观念。

全律  

苏州吴中法院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某科技公

司由于企业搬迁引发批量劳动争议，12名劳

动者将该公司诉至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认为经营场所跨区域搬迁，用人单位应给予

合理的经济补偿金。该院诉讼服务中心选取

其中一件典型纠纷移交劳动争议专业调解工

作室的专门联络员，由一名特邀律师调解员

和一名人民调解员协同开展诉前调解工作，

并落实一名劳动争议专审法官进行指导。

  两名调解员从不同角度合力调解，专审

法官深度参与和指导化解，在兼顾法律法规

规定和稳企复产政策前提下，力促典型个案

达成示范性调解。在此基础上，其他11件类案

均按相同调解尺度达成诉前调解，并向吴中

区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结案后，用人单位按约

履行全部付款义务。

  为贯彻落实《苏州劳动法庭建设三年规划

（2021-2023年）》部署，吴中区法院积极推进

劳动人事审判示范项目创建，于2021年11月

挂牌成立劳动争议专业调解工作室，并与

区司法局、区律师协会共同出台《关于设立

“三位一体”劳动争议专业调解工作室开展诉

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截至今年3月底，

工作室已调处劳动纠纷290件，占同期法院

审理劳动纠纷总数的70%。

  据悉，工作室安排区工商联调解员、退休

法官、劳动争议仲裁员等类案调处经验丰富的

20名人民调解员入驻，选配50名精通劳动争议

专业知识的律师作为特邀调解员，指派2名劳动

争议专审法官作为指导法官，搭建“三位一体”

架构，不断提升诉讼与非诉讼对接实质化水平。

  此外，吴中区法院还完善培训机制，在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设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

庭，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邀请调解员旁听庭

审，由专审法官现场答疑，进一步提升调解员业

务能力。同时，建立特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名

册及业绩档案，定期进行业绩评估，落实专业调

解工作室调解员专项经费，调动调解员从事劳

动争议诉前调解工作的积极性。  史华松

成都新津法院延伸司法开展护苗行动
  本报讯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

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利用“豌豆荚·法治热线”

开展“护苗行动”。据悉，张小丽（化名）父母经

新津法院判决离婚，并随母亲生活，由父亲

每月支付生活费。因患有自闭症，且需长期

治疗，费用高昂，张小丽将父亲诉至新津法院，

要求上调生活费金额。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

积极联动区检察院，组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

沟通，最终促使双方就张小丽抚养费事宜

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向张父发出《责令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其承担作为父亲的

责任与义务。

张宇  

云南朗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何玉坤诉云南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云0581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中和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洪振：本院受理卜晓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321民初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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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书群（曾用名王汝科）：本院受理杜井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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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民初7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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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敬：本院受理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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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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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正帅：本院受理段作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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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全国：本院受理宋忠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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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钧：本院受理蒋满意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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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金坚强：本院受理袁永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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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锋贤：本院受理徐州平利玻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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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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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杨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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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

7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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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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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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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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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7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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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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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7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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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一添：本院受理鲁兴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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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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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321民初8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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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全：本院受理程训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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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民初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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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丰：本院受理胡升阳诉刘秋侠、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21民初7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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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宽：本院受理刘金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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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民初8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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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奎：本院受理马苏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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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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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胡席明：本院受理李琼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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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凡伯生：本院受理赵士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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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院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02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萍：本院受理季冬明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1283民初186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杨友生：本院受理何学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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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格鲁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肥洱旭贸易有限公司、沭阳县禾木建材销售

有限公司、马鞍山市雨山区鑫英建材经营部：原告慈湖高新区传德金属材料经

营部诉你们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请各被

告向原告连带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

2021年9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等均由各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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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国骅建设有限公司、北京伟世金达商贸有限公司、苏州中锐付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富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勇盈贸易有限公司：原告马鞍山市花山

区和胜金属材料经营部诉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诉请判令各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167517.17

元及利息以167517 .17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保函费由各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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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肖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周明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川1322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不准予原告

周明珍与被告肖建国离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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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其林：本院受理原告张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1322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李其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林借款

85，000元，并从2022年1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3.8％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

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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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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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杨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川1322民初5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准予原告杨英与被告胡爱平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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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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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燕：本院受理陈慧琳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1322民初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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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森川：本院受理原告于学樊与被告李森川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本案被

告李森川下落不明，原告要求你立即支付劳动报酬16000元及诉讼费、公告费。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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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09时30分在北川

羌族自治县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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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思岑：本院受理原告杨玉金与被告郭思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1

月18日立案后，因本案被告郭思岑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726民初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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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

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忠朝：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瑞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赖胜国、赖胜贵、

唐忠朝、第三人刘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1月20日立案

后，因本案被告唐忠朝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726民初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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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292号 柳巧巧：本院受理原告海纳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天力

管件有限公司、柳知春、柳巧巧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海纳电气有

限公司已向本院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292号民事判

决书、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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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廷召：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高新区支公司

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2）浙0411民初1244号，原告起诉要点

为要求你赔偿损失14440元。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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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2年7月12日9时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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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8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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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长红：原告袁绪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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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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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顺：原告廖延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402民初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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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人杰：原告奚王鑫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7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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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觅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徐军：原告嘉兴市嘉泥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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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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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名门木业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市恒大涂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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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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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春辉：原告嘉兴水果市场鑫富果品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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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桂香：原告赵云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7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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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永：原告吴德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40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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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勇：原告嘉兴建材陶瓷市场暖通管道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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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程：原告顾丽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402民初8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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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利英、莫沈浩、沈祺飞、蔡菊英：原告姜建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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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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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雄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朱轩泽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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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创松、朱楚华、陈晓雄、陈烈光：原告嘉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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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02民初7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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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宁：原告深圳小土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7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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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兵、彭科付、周富盆、唐小虎、陈红、王超、喻青松、张翔宇、张国平：原告

李白龙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6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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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永军：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浙江顺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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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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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粤0606民特33号 本院于2022年4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温旺笑申请宣告

公民死亡一案。下落不明人刘日进，男，195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原住佛

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申请人温旺笑称，申请人温旺笑系下落不明人刘日进

的配偶，刘日进离开住处下落不明，经多方寻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一直

没有音讯。下落不明人刘日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日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刘日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刘日进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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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龙：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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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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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奎林：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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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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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月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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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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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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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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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邦轻：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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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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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春露、胡媛媛：本院受理汤顺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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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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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孝均：本院受理海兴县凯利五金电料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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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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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

莆田市八古仙红木文化有限公司、福建中销红木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乔海藏与你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 2 1 )闽

0322民初724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中木(仙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中木木材(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林雅惠与你们及被告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第三人银川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闽0322民初7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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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江西三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莆田市新市建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闽0322民初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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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马磊磊：本院受理杨远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桂0722民初33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

江苏轻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福牛机械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苏0412民初10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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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房地产开发常州总公司：本院受理朱民仁诉你方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

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402民初6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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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金旦：本院受理杜艾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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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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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蒋雪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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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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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专：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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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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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阳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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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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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庆：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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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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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祥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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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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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晶：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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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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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林丰：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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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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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武强：本院受理鲁振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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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张勇前：本院受理李小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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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常州精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恒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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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江苏宜来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东红、李用芳、张月进：本院受理左文刚诉

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送达(2022)苏0402民初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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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孝宇：本院受理王奎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豫1622民初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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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梨：本院受理宋学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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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1622民初5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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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锋：本院受理高乐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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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豫1622民初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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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春：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中心支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合议庭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简转普裁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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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速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杨勇、赵杨丽：本院受理王玉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402民初5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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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艳：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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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表和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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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法庭

（五）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马小艳：本院受理袁凤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22民初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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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润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湖塘热电有限公司与你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 )苏0402民初

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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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学超：本院受理徐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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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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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来斌：本院受理李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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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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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陈海涛：本院受理宋宏念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鄂0506民初3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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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艾勇：本院受理陈华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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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民初3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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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徐金林：本院受理龚延明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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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唐登弟：原告曹润芳、吴乾洪、吴乾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川0311民

初208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易转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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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9时30分在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自贡市国根家庭农场、官国根、李华琼：原告自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沿滩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311民

初2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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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红味斋食品有限公司、自贡市工信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甘丘平、甘雪梅、刘

新财：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川0311民初

722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保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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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明赐波：原告明兴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川0311民初759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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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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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远武：原告刘方斗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

0311民初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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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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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润治：申请人王平宇与被申请人王润治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2021）

川0311民特1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宣告王润治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王应成：原告刘慧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川0311民初582号]，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2

年6月14日9时30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王霄云：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2022）川0311民

初654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

2022年6月15日9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王永：关于长垣大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王永、杨金玲、王永涛其他案

由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你名下车牌号为豫

GD6F61传祺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名下车牌号为豫GD6F61传祺牌小型普通客

车一辆的网络询价报告各一份，及（2022）豫0783执恢77号拍卖裁定书一份，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后十日内你可向本院对上述评估报

告提出异议，逾期将对上述询价报告进行拍卖。

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

项城市亿嘉置业有限公司：我院受理张敏亮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我院审理庭已移送司法鉴定团队对外委托鉴定，移送要求1、对项城市亿嘉

新城7号楼地下车库部分工程造价鉴定，2、对项城市亿嘉新城7号楼地下车库部

分使用商砼数量、价值进行工程造价鉴定，3、对亿嘉新城7号楼主体部分进

行工程造价鉴定，4、根据图纸对7号楼主体部分商砼使用数量及价格进行

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通知书，望你公司在2022年5月30日10时

在本院一楼大厅参加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并于2022年6月6日10时对鉴定

标的进行实地勘验，于2022年7月6号对鉴定初稿进行听证，请你方准时参

加，逾期视为放弃参加权利，即时我院将在你方缺席情况下摇号确定鉴定

机构并组织勘验、听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你方承担。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项城市亿嘉置业有限公司：我院受理汪红星与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我院审理庭已移送司法鉴定团队对外委托鉴定，移送要求1、对项城市亿嘉

新城1号楼地上部分及地下车库工程造价鉴定，2、对项城市亿嘉新城2号楼

地上部分及地下车库进行工程造价鉴定，3、对亿嘉新城1号楼与2号楼裙

楼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通知书，望你公司在2022

年5月30日10时在本院一楼大厅参加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并于2022年6月7

日10时对鉴定标的进行实地勘验，于2022年7月7号对鉴定初稿进行听证，

请你方准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参加权利，即时我院将在你方缺席情况下摇

号确定鉴定机构并组织勘验、听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你方承担。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项城市亿嘉置业有限公司：我院受理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我院审理庭已移送司法鉴定团队对外委托鉴定，移送要

求：对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亿嘉新城三号楼、五号楼、八号楼、九

号楼、十号楼、二号商铺、门卫、会所、二号至三号楼的地库、三号至五号楼的地

库等已完成部分工程进行工程造价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通知书，望

你公司在2022年5月30日10时在本院一楼大厅参加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并于2022

年6月8日10时对鉴定标的进行实地勘验，于2022年7月8号10时对鉴定初稿进行听

证，请你方准时参加，逾期视为放弃参加权利，即时我院将在你方缺席情况下摇

号确定鉴定机构并组织勘验、听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你方承担。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濮阳市凯利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董利红申请执行你公司与王志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21）豫0308执恢186之一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濮阳市凯利华工有限公司位于濮阳市清丰县产业集聚

区（不动产权证号：2001373）土地及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欲委托评估机

构对该房产的价格进行评估，为拍卖提供价值依据。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拍卖

裁定书、拍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执行局选定评估机构，逾期将通过摇号方式选定评估

机构，并由评估机构对该土地及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进行评估，届时评

估机构将作出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作出5日内向本

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在淘宝网公开进行拍卖，请予以关注。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

黄连斌、徐春霞：我院受理刘南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对申请人刘

南之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限、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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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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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海顺、河南隆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我院受理何春光合同纠纷一

案，对查封被执行人苑海顺名下中原中晨路桥建筑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

评估，现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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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我室将在

你方缺席情况下依法确定鉴定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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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瑞瑞、陈大宝：原告苑凯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60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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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巩海涛：原告葛星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02民初

1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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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新章、董红艳：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诉你

保险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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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在北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肖辉：本院受理刘兆礼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立案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新4202民初5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冉利：本院受理黄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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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刘江：本院受理李海诉新疆渝江盛世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刘江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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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及（2021）新4202民初47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孙劲光、朱水金：本院受理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市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新4202民初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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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许三友：本院受理邱华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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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韩俊旗：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韩俊旗【(2022)闽0206民初

401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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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

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李武泽、彭文武、谢毓彪、邓成章、唐柏刚、邓飞平、陈俊斌、韩仕生、倪维、张晓

芳、朱国勉、王晏宾、李艺伟、徐有华、彭大勋、邵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

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武泽【 (2022)闽0206民初3833号】、被告彭文武【 (2022)闽

0206民初3834号】、被告谢毓彪【 ( 2 0 22 )闽0206民初3835号】、被告邓成章

【 (2022)闽0206民初3836号】、被告唐柏刚【 (2022)闽0206民初3837号】、被告

邓飞平【 (2022)闽0206民初3838号】、被告陈俊斌【(2022)闽0206民初3839号】、被

告韩仕生【(2022)闽0206民初3840号】、被告倪维【(2022)闽0206民初3841号】、被告

张晓芳【(2022)闽0206民初3842号】、被告朱国勉【(2022)闽0206民初3843号】、被告

王晏宾【(2022)闽0206民初3844号】、被告李艺伟【(2022)闽0206民初3845号】、被告

徐有华【(2022)闽0206民初3846号】、被告彭大勋【(2022)闽0206民初3849号】、被告

邵建华【 (2022)闽0206民初385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6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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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

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

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刘洋、敖江堂、雷梦华、兰伟强、喻远庆、郑杰、朱金成、张景赟、周华忠、胡开

祥、张巍、李栋升、郑明宝、姚思龙、廖世强、张明亮、谢东杰、朱建设：本院受理

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洋【(2022)闽0206民初3976号】、被告敖江堂

【(2022)闽0206民初3978号】、被告雷梦华【(2022)闽0206民初3979号】、被告兰伟强

【(2022)闽0206民初3979号】、被告喻远庆【(2022)闽0206民初3982号】、被告郑杰

【(2022)闽0206民初3983号】、被告朱金成【(2022)闽0206民初3984号】、被告张景赟
【(2022)闽0206民初3985号】、被告周华忠【 (2022)闽0206民初3986号】、被告胡

开祥【 (2022)闽0206民初3989号】、被告张巍【 (2022)闽0206民初3990号】、被

告李栋升【 (2022)闽0206民初3991号】、被告郑明宝【 (2022)闽0206民初399 2

号】、被告姚思龙【 (2022)闽0206民初3993号】、被告廖世强【 (2022)闽0206 民

初3996号】、被告张明亮【 (2022)闽0206民初3998号】、被告谢东杰【 (2022) 闽

0206民初3998号】、被告朱建设【 (2022)闽0206民初3999号】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共16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

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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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

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

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顾升爱（身份证号码：32083019******3818）、刘芳（身份证号码：32132419******

2464）：本委受理申请人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追偿权纠纷

案件，现本委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选指定仲

裁员通知书及仲裁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将于

2022年7月20日组成仲裁庭，请你们于仲裁庭组成之日起5日内至本委领

取组庭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2022年8月6日9时30分在本委开庭

审理此案。届时你们如不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淮安仲裁委员会

浙江大河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嘉兴市港区绿洲建材经营部与

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委（2021）

嘉仲字第055号裁决书。限你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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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本

委受理卢益、王明、张吉星、罗俊康、宫诗飞、杨炳福诉你们两公司武劳人

仲东办案字〔2022〕1739号、1967号、2032号、2033号、2034号、2035号劳动争

议案，现依法向你们两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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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2年6月14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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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公告
２０22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