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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傅军威：本院受理赵吉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422民初10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赵
吉风借款130000元及逾期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2900元。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小甸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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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志丰(无锡)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锡山区卓鼎五金
模具配件商行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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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祎、宋士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锡山支行(简称中行锡山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17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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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国俊：本院受理(2021)冀1182执恢430号刘亚红申请
执行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司法公
开告知书、被执行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执行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马元博：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平支行
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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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王歌、涂小明、叶桂珍：原告张犹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705民初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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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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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广宏：原告铜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胡生智、安徽金源塑管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吴兴国、潘凤梅：本院受理原告三都富民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2)
黔2732民初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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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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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9时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5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韦兴习申
请宣告杨爱云失踪(2022)黔2732民特3号一案。经查，
杨爱云，女，1966年8月10日生，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
治县中和镇水维村下街组22号。申请人韦兴习称，韦
兴习与杨爱云系母女关系，杨爱云因与其父亲拌嘴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0年，现向本院申请宣
告杨爱云失踪。下落不明人杨爱云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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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爱云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
杨爱云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公告。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曹必石：本院受理刘家艳与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422民初94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不准予刘家艳与曹必石离婚，并由
刘家艳负担案件受理费200元)。自公告起30日
内来本院小甸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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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淮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张明：原告缪建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初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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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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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雅林：本院受理原告周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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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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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金勇申请宣告金福有公民死亡(2022)
辽0304民特7号一案，经查：金福有，男，汉族，1949年7
月12日出生，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灵山红旗
社区红岩委13组2号。2017年10月13日，金勇向
公安机关报案称，金福有失踪至今未归。现依
法发出寻人公告，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限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浩业制管设备厂、新疆永德昇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王维国、欧阳杰、新疆永德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本
院审理原告张成才诉你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6040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须知、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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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
合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建工装饰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恒大地产集团合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2)皖0422民初1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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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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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2014号 赵德刘：本院受理原告柯建
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综合)及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11日9时00分在
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江西耀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申电
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
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
案定于2022年7月13日15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鲜继华、唐秀花：本院受理原告杨淑碧、周小英、
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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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鲜继华、唐秀
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杨淑碧、周小英、周明借款本金58，800元，并分
别从2018年7月19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
7月23日起以88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支付
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债务清偿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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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0101号 谢凤祥：本院受理原告
张建春与被告谢凤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101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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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青：本院受理原告汤旻与被告刘青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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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华夏中路6号)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何良军：本院受理原告毕节熊猫王环保建材有限公
司诉被告何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原告经
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按撤诉处理。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黔0502民初2168号民事
裁定书之一。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顾成明：本院受理原告刘雪婷与被告顾成明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2022)皖0422民初1104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俞军：本院受理原告刘庆平(小名毛平)与被告俞军
民间借贷纠纷(2022)皖0422民初1126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柴金贵：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柴金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0422民初1006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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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2)皖1202民初1602号之二 林阳明：本院受理原告
张东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202民初
16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2)鲁0982民特10号 康守侦：本院于2022年4月18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少英申请宣告康守侦死亡一案。
申请人刘少英称，康守侦，男，1966年8月6日生，住新
泰市刘杜镇北寨村14胡同10号，公民身份号码：
370982196608066476。于1996年5月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康守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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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康守侦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康守侦生存现状的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康守侦情况，向本
院报告。特此公告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4号 申请人枣强县旭升机械配件
厂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公告。公示催告的票据为银
行承兑汇票号码40200051 30708447、票面金额6万元、
出票人宁波欧诚机电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镇江宏
远工具砂轮有限公司、持票人枣强县旭升机械配件
厂、付款行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桥支行、出票日期2022年1月21日、汇票到期日2022
年7月21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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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4号之一 申请人大连山阳金属有
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公告。公示催告的票据
为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1300051 50993513、票面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慈扬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嵊州市长
盈电器厂、持票人大连山阳金属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10月21日、
汇票到期日2022年4月21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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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田智勇：本院受理原告王春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郝强：本院受理原告邓娜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青2321
民初282号的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传票、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第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6672号 白爱彩：本院受理原
告平顶山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402民初66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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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李翔：本院受理原告黄香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鲁1722民初41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浮龙
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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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2022)苏1283民初1271号 谢学友：本院受理原告
季成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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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20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11503号 薛奇明、付莹：本院受
理原告韩广美与被告薛奇明、付莹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12民初11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薛奇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韩广美损失52000元。二、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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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502号 张明成：本院受理原告
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明成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6603.82元，并承担
违约金1693.75元，合计8297.57元；2、本案的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331号 王宁、梁道群、刘祥英、
尹润明：本院受理原告四川正合意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宁、梁道群、刘祥英、尹润明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期间物业管理服务费人民币2268.36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从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
止，暂计至2021年12月31日止人民币：88.33元，利
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2、本案的诉讼
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
民法院第十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038号 唐金玉：本院受理原告
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唐金玉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2253元，并承担违
约370元，合计262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
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
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575号 文定群：本院受理原告
四川正合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文定群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文定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四川正合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给付2020年1
月1日至202 0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1
559.5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
本金1 559.52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1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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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予
以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
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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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文定群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338号 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李川：本院受理原告杨勇与被告
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李川中介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判令被告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向原告杨勇返还订金25000元并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2500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7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二、被告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向原告杨勇支付公告费385元；三、被告李川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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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26元，由被告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川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龙凤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804号之二 张欣宇、任龙：聂祥
建与张欣宇、赵理峰、任龙转质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107民
初8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任俊：本院受理陈庆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我院领取相关材料，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9时30分在本院丰乐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2民初940号 汪可亮(身份证号码：
340222199209076013)：本院受理原告叶良华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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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7月8日上午10时0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杨华香：本院受理原告纪元成诉被告你离婚纠
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921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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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省临
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罗凤玲：本院受理原告李顺昌诉被告你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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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三个规定告知书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5时(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冯世忠：本院受理原告陈义贵诉被告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云0921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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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省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罗国安：本院受理原告潘绍鹏诉被告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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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三个规定告知
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5时(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2 )浙0784民初1922号 袁刚、路喜梅：本院
受理原告方红波与被告袁刚、路喜梅、许益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7月6日上
午0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4号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
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苗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梁晓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黑0225民初7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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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徐纪胜：本院受理原告王守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黑0225民初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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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