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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海法院智慧战“疫”不停歇司法为民不止步

  4月初，突如其来的新一轮新冠肺炎

疫情，打破了往日的宁静。面对严峻复杂

的疫情形势，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院党组坚持做好法院重点场所、公共区域

防疫工作，坚决杜绝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

同时，积极回应疫情防控形势下群众对诉讼

服务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用心用情为

群众排忧解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服务有温度
防疫办事两不误

  “绝不能以疫情防控为由将案件当事人

一拒了之。”这是南海法院全体干警的共识。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南海法院通过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滚动发布诉讼

服务工作指引，引导当事人采用非接触方式

办理事务，尽最大可能为其提供诉讼便利。

  为推动诉讼服务提质增效，南海法院

向科技要生产力，与来也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探索共建“RPA+AI法院数字化服务

实验室”，在高度手动、规则明确、简单重复

的 工 作 流 程 中 开 发 应 用R P A ( R o b o t i c

Process Automation，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替代非人工审核的机械操作，实现人机

协同，让业务处理更加迅速便捷。

  从录入诉前和解案件信息，到处理

案件诉讼费退费手续，再到核查司法网拍

买受人的身份信息……目前，南海法院已

针对不同节点的具体工作开发出50余个

RPA机器人，诉讼事项办理效率明显提升。

今年以来，该院共网上立案19 3 9 2 件，线上

办理诉讼费退费3124笔，退费金额达1980余

万元。

  从省外抵佛的王先生专程到南海法院

缴纳刑事罚金，但没想到佛山的疫情防控

政策突然调整，自己不符合进入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条件。

  “虽然人不能进，但事可以办。”法警

的一句话给王先生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负责

安检工作的法警帮助下，王先生立即联系

南海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结算窗口的工作

人员。按照电话中的操作指引，王先生成功

用手机扫码方式缴纳了罚金。

  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同时，南海法院

将诉讼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法警变身

“导诉员”，手机变身“讲解员”，通过线上

办理、定点办理等方式，努力让群众即办

即走、满意而回。

诉讼非接触
疫情不阻维权路

  在新一轮疫情中，佛山部分地区被划为

管控区域，区域内市民实行居家隔离。

  南海法院法官梁启星得知自己办理

的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因疫情

管控原因无法到庭，便建议其通过手机微信

小程序进行线上开庭。

  4 月1 3日下午，到了约定时间，打开

手机，登录智慧庭审系统，双方当事人就位，

线上庭审准时开始。经过3 5分钟的视频

通话，庭审顺利结束。

  为满足当事人疫情防控期间的开庭

需要，南海法院陆续将44个审判庭改造成

互联网法庭，民商事案件均可实现线上

开庭，在押被告人刑事案件100%实行远程

开庭，智慧战“疫”成为办案常态。

  身处疫情防控地区，快递送不到、寄不出

怎么办？为解决这一难题，南海法院大力

推进电子送达，依托电子数据集成中心

数据库，建立当事人送达地址数据库，做好

送达地址确认工作，当事人可通过互联网

实现法律文书“秒签收”，为诉讼节省宝贵

时间。

  据统计，今年以来，南海法院电子送达

次数为73 0 6 3 件次，通过手机开庭、网上

开庭等方式审理案件1850件次。其中，4月

线上开庭851件次，办案脚步从未因疫情

而停歇。

执行再提速
兑现权益不停步

  受全国多地散发疫情影响，法院执行

工作中的强制措施受到一定限制。为此，

南海法院加大案件执行力度，充分运用

智慧执行等信息化手段，及时兑现当事人

的胜诉权益。

  今年年初，广东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拖欠佛山某速运有限公司运费，被判决支付

运费79 2 0 7 元及利息。随后，该速运公司

向南海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月9日，南海法院正式立案。立案后，

案件经由执行指挥中心通过执行总对总查控

系统统一发起财产查控，并足额冻结执行款。

之后，该案被分流至快速执行组，由案件

承办人进行网上扣划，执行款直接汇入

该案账户。3 月3日，案件执行完毕，用时

仅22天，全部流程均在线上完成。

  据统计，今年以来，南海法院共办结

执行案件100 7 3件，同比增长31 . 8%，发放

执行案款9 . 6 3亿元。在发起查询财产、督促

执行、排查人员等业务流程中，该院加强

RPA机器人应用，创新智慧执行手段，助推

执行提速增效，让规避执行者无所遁形。

  疫情在变，司法为民的情怀不变。接下来，

南海法院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统筹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法院工作，努力为群众

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文/图 易可欣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

福州瀛洲派出所加强涉案财物管理
  本报讯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

瀛洲派出所结合执法办案实际，健全完善

涉案财物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执法规范化

水平。该所建立临时物证柜管理制度，要求所有

涉案财物均需存入办案场所的临时物证柜中，

实行一案一柜、一物一卡，确保涉案财物存放

有序、管理规范。同时，建立健全三级责任制度，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涉案财物如需转入

物证室保管，必须在当天带班所领导监督下，

由办案民警将涉案财物交予综合队民警，

再转入物证室进行保管，实现涉案财物全

流程监管。          官文海

杭州小营街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化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小营街道公共管理办公室联合杭州小宝智能

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在万安城市花园西苑

开展以“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小营一大步”

为主题的社区活动。据悉，小营街道引进小宝

再生缘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为社区居民

提供24小时无人自助回收服务，大力推动

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此外，

街道工作人员还通过入户指导、发放宣传手册

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倡导绿色

健康生活理念，进一步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卞方超 徐培

织金“三聚焦三精准”整治外流贩毒
  本报讯 今年以来，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

采取“三聚焦三精准”措施，大力开展外流

贩毒整治工作。一是聚焦源头治理，推动精准

管控。以禁毒“大扫除”专项行动为抓手，健全

源头治理机制，全面掌握外流贩毒规律特点。

二是聚焦宣传教育，加强精准引导。坚持关口

前移、预防为先，定期开展外出务工人员行前

教育和返乡教育活动，筑牢禁毒思想防线。

三是聚焦严打整治，实施精准打击。依托大情报

平台和禁毒情报研判系统，收集外流贩毒

情报线索，有效遏制外流贩毒高发势头。

赵超  

宁波莼湖派出所筑牢反走私防线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奉化分局莼湖派出所持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全力筑牢反走私防线。该所每天

安排警力，在每日20时至次日5时开展沿

海岸线夜间巡逻防控工作，加强与值班警力

的双向互动，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同时，

整合沿海岸线100余路技巡点位，联合街道

开展重点时段实时巡查、隔日倒查；组建2支

岸线巡逻队和5支村级反走私巡逻队，指导

开展巡防工作；与船厂、私人码头、油库业主签订

《反走私责任书》，严格落实反走私主体责任。

奕超超 张瑜  

东安司法局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禁毒工作
  本报讯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司法局

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禁毒

工作。一是通过查阅档案、调查评估等多种

方式，全面掌握辖区社区矫正对象涉毒情况，

杜绝社区矫正对象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二是每月定期开展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

活动，详细讲解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大家

认清毒品危害，树立健康无毒生活理念。三是

每季度召开一次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分析会，

每半年对社区矫正档案进行一次检查，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最大限度减少涉毒

不稳定因素。         张丽雯

深圳招商街道双管齐下筑牢禁毒防线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禁毒攻坚年行动，

今年以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加大

戒毒人员帮扶力度，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全力

筑牢禁毒防线。该街道严格落实社会面吸毒

人员分类定级工作，确定帮扶走访和尿检

频次；成立帮教小组，定期开展家访和职业

技能培训，鼓励戒毒人员戒除毒瘾，早日回归

社会。同时，组织街道禁毒宣教中心、各社区

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增强

群众禁毒意识。截至目前，共帮扶戒毒人员

50人次，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20次，服务群众

3000余人次。         危光妘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聚焦“防风险、除隐患、

保平安”，持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着力构建多方参与、联动共治、

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防控格局，预警预防能力、打击犯罪能力、整体防控

能力、基础管控能力明显提升。2021年12月，涵江区被评为“2017—2020年

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

部门联动协作 织密防控网络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打防管控建各

个环节，只有统筹整合各方面力量资源形成合力，才能使有限的警

务资源发挥最大作用。”据涵江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涵江公

安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加强内部协同，促进外部联动，不断提升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整体效能。

  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涵江公安最大限度挖掘各类社会资源参

与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推动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多元共治”联防

联控格局。该局推进83个智慧安防小区建设，通过智能门禁等“智慧安

防系统”预警，做到要素实时采集、信息实时跟进、隐患实时排除。同

时，加强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联合莆田监狱推进警务室建设，与驻

监狱检察室、驻监武警、消防、医院、属地村委探索共建联防新模式；

联合区人民法院，在区法院机关和各基层法庭建立联防联控点，遇

到突发事件迅速接警、快速处置。

警种合成作战 实现精准打防

  针对犯罪手段呈现专业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涵江公安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动能，积极构建打防管控一体化新机制。

  该局突出打击整治主责主业，总结16年来命案全破、盗抢骗破

案率全省领先的经验做法，全力打造“全案侦查”机制，优化“情指

勤舆”一体化实战机制，全过程推动关口前移、全方位汇聚破案资源、

全流程加快破案节奏，做到“关注每一起警情、办好每一起案件、尽

可能实现全案侦查”。今年第一季度，全区刑事立案数持续下降，与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39.6%。其中，八类主要刑事案件、侵财案件、盗窃案

件分别同比下降45.5%、65 .5%、76 .7%。

警民联防联控 迈向共治共享

  涵江公安以莆田市实施“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和“全域数字

化、全市一张图”数字莆田建设为契机，推动警格网格融合，深入开展

全警挂钩联系村居（社区）工作，将警务工作落细到“最小单元”，

落实到“最后主体”。该局将全区细分为1447个网格、25762个最小单

元，实行“区—街道—社区—网格－最小单元”的“五级穿透”管理机

制，加快构建现代警务共同体，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

  据统计，今年以来，涵江公安共采纳群众建议220余条，排查化解小

矛盾、小纠纷、小案件56起，协助群众办理网上业务1025人次，解答

群众咨询2250人次。                 刘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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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冀0403民初2635号 李江天、河北君子兰装潢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献军与被告李

江天、河北君子兰装潢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判决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0403民初2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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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3民初4668号 李敏：本院受理原告冯

红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4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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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3民初7283号 王鹏杰：本院受理原告胡

利校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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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3民初4409号 李如刚：本院受理原告邯

郸市君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03民初4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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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孟冉：本院受理李志明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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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马学强：本院受理李爱平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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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黄晓武：本院受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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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王艳永：本院受理河北材鑫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冀0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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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告在上诉期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吴长友、寇金香：本院受理蔡卫东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283

民初8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黄桥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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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小俊：本院受理徐家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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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国兵：本院受理徐志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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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佩琪：本院受理徐智杭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405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葛洪荣：原告苍山县乡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诉刘才

清、葛洪荣、吴付臣、宋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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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刘彬：原告山东兰陵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刘

彬、任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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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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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蒲书琼申请宣告王莉失踪一案，经

查，王莉，女，197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原住四川

省 绵 竹 市 清 平 镇 圆 包 村 2 组 。身 份 证

642103197711295149。于1999年1月离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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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王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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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何玉均：本院受理李昌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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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14日

9时30分在本院孝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黄雨：本院受理黄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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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

14日15时在本院孝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钟双良：原告陈志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2)川

1002民初103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传

票、诉状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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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凌家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余恩平：原告香河优姜诺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1024民初

100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苏州新千源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嘉兴欧亿龙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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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411民初3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点为你公司支付原告货款

397432 .36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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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秦培香、何定文：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2022)浙0402民初2113

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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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南湖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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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锡军：原告徐茂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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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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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胡记：原告嘉兴水果市场顺得丰果品批发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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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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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玉梅、嘉兴市南湖区凯依迪服装厂：原告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湖区支公司诉你们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提出上诉，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340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高平：原告沈光华诉你、唐思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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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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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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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平：本院受理叶建明与你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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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有平：本院受理苏州江玻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0585民初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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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市佳昌铜业有限公司、陈鹏：本院受理蒋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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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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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恒春：本院受理太仓市浮桥镇华尔钛铝合金门

窗营业部与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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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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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港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江苏中原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中心与你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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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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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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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周市镇啤教授餐厅、李星：本院受理茆正跃

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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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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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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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晗：本院受理胡廷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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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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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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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高高美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音

像著作权集团管理协会与你著作权权属、侵权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3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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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翼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德爱威(中

国)有限公司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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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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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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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24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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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海平、罗云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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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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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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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素红：本院受理青岛乐吴忧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

司与樊学军、潘素红公司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4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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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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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仓多翰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东盟

五金染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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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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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钰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东

盟五金染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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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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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美重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

山全德金属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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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 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 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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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本院受理王长井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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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当事人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之次日9时3 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20 2 1 )川09 2 1破3号  本院根据蒲充云的申请已

裁定受理四川蓬溪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四川诚中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四

川蓬溪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管理人。四川蓬溪

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20 2 2年7

月2 9日前，向四川蓬溪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管

理人(邮寄通讯地址：四川省蓬溪县赤城镇映山

街映山公馆A栋3-1；邮政编码：629 1 0 0；联系电

话：082 5- 8 1 5 0 0 2 5、15 9 8 3 0 7 5 6 3 6、189 8 2 5 2 8 3 3 8。

现场申报地址：蓬溪县上游工业园区梨园北路

四川蓬溪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邮

政 编 码 ：6 2 9 1 0 0 ；联 系 电 话 ：1 3 6 1 9 0 8 8 1 7 7 、

15 9 8 2 5 3 3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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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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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蓬溪驸桦蜜蜂园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

蓬溪驸桦蜜蜂园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 2年9月15日9时在蓬溪县万和

商贸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和大酒店万盛会议室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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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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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公告
２０22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