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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兰：本院受理的(2022)川1112民初264号原告余
加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
告余加强与被告张兰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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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唐洪影：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阳分行与被告唐洪影信用卡纠纷(2022)皖1202民
初1860号一案，原告张培涛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依 法 判 令 被 告 偿 还 原 告 信 用 卡 欠 款
53222 .91元(暂计至2021年8月26日，之后按照信
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约定判至被告上述款项
全部给付之日止) ;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安远：本院受理原告白龙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22)黔2732民初59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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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述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翁光群：本院受理原告潘木秀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2)黔2732民初63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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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上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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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6月29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翁光群：本院受理原告潘建砖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2)黔2732民初63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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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
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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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7月4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胜发：本院受理刘衍斌门窗加工店与杨胜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 )黔2732民初38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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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上述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7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华梦蛟：本院受理张俊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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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国中丝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本
国、平邑县龙派工艺石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国中丝
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镭纳新材料科技(临沂)有
限公司、王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被告国中丝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不服
平邑县人民法院(2021)鲁1326民初8396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
一份，限你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
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余道行：本院对原告朱刚诉被告余道行承揽合同
纠纷(2022)皖1202民初3915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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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
你归还借款17000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阜阳浩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徽恒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2022)皖1202民初427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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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坦：本院对原告李平诉被告张坦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2022)皖1202民初3679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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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原告要求你支付装修款74800元及违约金
33890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南昌市青云谱双喜粮行：本院受理原告北大荒天
然农场江苏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25民初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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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胡邦红：本院受理雷丹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684民初
363 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准予原
告雷丹丹与被告胡邦红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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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赵攀：本院受理王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鄂0684民初21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不准原告王楠与
被告赵攀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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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马千里：本院受理东港市快诉达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告知审判庭
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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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刘光利、刘晶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洮南市支行诉你、洮南市鹰达五金机电
有限公司、刘路新、张德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保全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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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李燕：本院受理洮南市中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吉0881民初8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节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郭兆秋、刘光利、刘晶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洮南市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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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保全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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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林利燕：本院受理洮南市中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吉0881民初8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节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合肥拓荣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杨小龙：原告
丁应明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4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刘娇娇：原告丁少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经
过30日即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石鑫：本院受理王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自公告起满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102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王德军：本院受理赵加林诉你身体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何存花：本院受理周永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河北智高中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
北霖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江苏馨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倪敏：本院
受理原告盐城润祥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你们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0925民初673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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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张健：本院受理仇多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环资庭领取民事
判决，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加处罚款决定书

(苏锡锡)应急加罚(2021)278-1号
无锡港宏木业有限公司：本机关于2021年11月16
日发出(苏锡锡)应急罚(2021)278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你(单位)罚款陆万伍仟元，要求于2021年12
月01日前履行。你单位截至2021年12月31日仍未履
行该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决
定对你单位加处罚款陆万伍仟元。现要求你单位
立即向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缴纳依法加处的罚款。

无锡市锡山区应急管理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深圳正元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周飞：本院受理史
波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91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安镇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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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马永扬：原告沈志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经过30
日即视为公告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梅长伟：本院受理原告铜陵市长虹工矿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皖0705
民初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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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丽华：原告铜陵华伟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诉你广
告装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576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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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铜陵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安徽婺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六安
市金安区椿树镇桃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
安徽婺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共
两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句你公告送达
(2022 )皖1502民初1080号及(2022 )皖1502民初
11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孙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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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
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东方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安徽
恒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东方民生
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2022)皖1202民初
3 6 5 7 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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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你支付货款及
利息40000元，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古山东耀五金厂因遗失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50383598、31300051 50383598，金额均为20000元、出
票人均为台州市路桥鑫霆金属有限公司的银行
承兑汇票二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谢阔：本院受理原告安平县彦凯水果店与被告谢
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冀1125民初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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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丁海彬：本院受理原告孙少东诉被告丁海彬、王
路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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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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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华新盛世(深州)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中
贺启程装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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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为普通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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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兵曹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志丰(无锡)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正隆
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宿州市埇桥区宝鑫不锈钢经营部、兰家坤：本院
受理无锡天成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
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彭文娟：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 2 )苏020 5民初5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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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八棵树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源丰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你方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18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司文征：本院受理台州金泰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1023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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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李石富：本院受理庞伟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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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裁定书。自公
告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
29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鞍山钧恒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抚顺奔马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
2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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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安徽爱瑞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市
天一安全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你方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杨小东：本院受理孙爱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2)苏0205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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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季亚军：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东北塘兴锦铖金属
材料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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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赵宁：本院受理洮南市金丹沃农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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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告知审判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黑水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程向阳、张艳秋：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涡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程向阳、张艳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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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涡阳法院金融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尹长征、周哑哑：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涡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尹长征、周哑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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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涡阳法院金融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王建喜、侯心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涡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建喜、侯心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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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涡阳法院金融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扈秀平、万会懂：本院受理王延菊诉你们与鲍
升魁、陈圣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宫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陈俊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六安金安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皖1502民初
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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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朱丽娜：本院对原告李恒杰与被告朱丽娜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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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皖1202民初1145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626 .61元，案件受理费25元
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雷：本院对原告范萍萍诉被告刘雷民间借贷
纠纷(2022)皖1202民初2627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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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原告要求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6200元，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