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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徽在疫情防控中闪光
北京市司法局做好“六大表率”凝聚抗疫合力

  4月22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北京暴

发，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

的严峻形势。为凝聚抗疫合力，北京市司法行

政系统随即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让党徽在

疫情防控中闪光”主题活动。“做自觉遵守各项

防疫要求的表率”“做高质量完成好本职工作

的表率”“做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的表率”……

做好“六大表率”，成为首都司法行政党员干部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冲锋号”。

  在北京市司法局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带领

下，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上千名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疫情防控，他们有的下沉社区支援核酸

检测工作，有的夜以继日协助追踪感染源头，

有的在居住地被划为封控区后就地转为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服务，用坚守和汗水向党和人

民交出一份优异的“初心答卷”。其中，北京市

司法局47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主动请缨、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疫情出

现在哪里，党员就战斗在哪里。

  在丰台区小屯路108号院，有一位“好脾气”

的“大白”，烈日骄阳下，面对因排队做核酸而

难免烦躁的人群，他总是耐心安抚，不厌其烦

地为大家讲解核酸筛查的必要性。隔着口罩和

面屏，群众都能深切感受到他的微笑与善意。

他就是来自北京市公证协会的党员领导干部

吴杰。自4月30日凌晨火线支援丰台区卢沟桥

街道小屯社区以来，吴杰连续40天到岗无休。

天气多变的北京初夏，身着防护服的吴杰时而

汗湿衣裳，时而发冷打颤，但无论什么情况都

不会耽误他的下沉值守，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

社区干部和居民的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年近80岁的北京市司法局退休

干部、老党员崔步阶也自发参与到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中，并在社区解封后第一时间参加志愿

活动，每天至少工作5个小时。不仅如此，崔步

阶还发挥特长，创作了20多首抗疫诗词，用不

一样的方式激发群众共同抗疫的热情。

  吴杰、崔步阶等首都司法行政人撑起的

不仅是“大白”的守护，更是疫情期间首都司

法行政系统党员们让胸前党徽闪耀的决心。

这样的奉献并不仅仅出现在防疫值守一线。

  任建跃是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

二大队大队长，这支队伍不久前刚刚被评为疫

情执勤周期中的最强战斗集体。面对这波疫

情，任建跃连续60多天坚守在防疫一线，组建

战疫党员突击队，与戒毒人员逐一进行谈话，

并组织开展多样化的评比和教育改造活动。在

突击队队员的努力下，曾以爱写举报信著称的

“十三进宫”戒毒人员张某最终认错服管。

  正当任建跃坚守在大墙之内时，杨帆、王

加薪等一批党员律师则守候在“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的一端，从未间断。5月30日，杨

帆和王加薪先后接到一名情绪激动的出租车

司机来电，咨询“持刀在他人小区门口自残是

否违法”，这个敏感的问题立即引起他们的警

觉。电话中，他们花费近两个小时耐心询问并

劝导对方，成功安抚其情绪，并立即向有关部

门上报情况，有效防范了疫情期间可能发生

的恶性事件。

  疾风知劲草，战“疫”显担当。从市司法局

立法工作7×24小时全天候应急响应，到出台

疫情期间行业管理和服务领域7个涉疫文件；

从全市监狱戒毒场所的持续稳定，到人民调

解“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充分发挥和疫情防控

法治宣传工作的亮点纷呈……首都司法行政

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做好“六大表

率”，让党徽在疫情防控中闪闪发光。

  这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司法局党委的统筹

部署和精细组织。为做好“六大表率”，市司法

局提出“全面抓好思想动员”“全面落实督促

检查”等“四个全面”的具体工作要求，以强有

力的纪律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各级党组织纷纷扛起疫情

防控政治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好“三会一

课”和主题党日活动，做到思想动员全覆盖、

学习教育全覆盖，确保系统上下涉疫信息上

情下达、下情上传全面、精准、有效。

  就在全系统积极支援基层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市司法局党委积极引导党员干

部加强分析研判、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创新力

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开展，努力

实现抗疫与日常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以此为标准，首都司法行政系统广大党

员干部立足自身的党委法治机构、政府法制

部门、政法机关“三重属性”，以保障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党委政

府做好服务，为群众做好服务，为中小微企业

做好服务，为系统所属行业做好服务。

  “把党性写在‘疫’线，让党旗在‘疫’线飘

扬。”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苗林表示，首都司

法行政系统将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京司宣

  本报讯 几年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

榆区石桥镇石岭村将100余亩土地承包出

去进行特色种植，由于市场行情不景气，

收成不好、耕地荒芜，承包费一直拖欠到

2020年仍未支付。几经催要无果后，该村村

民向区司法局石桥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

详细了解案情后，该所依法引导农户申请

法律援助，成功帮助60余户农户追回被拖

欠的承包费，让土地恢复原样，重新回到

农户手中。

  “拖欠的承包费被追回，撂荒的耕地

被返还，农户高兴，村里也安定了，多亏了

石桥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石岭村村

民感激地说。

  这只是赣榆区司法局大力实施“法援

惠民生工程”的一个缩影。据悉，该区连续

两年将法律援助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聚焦困难群众“应援速援、应援快援”需

求，优化法律援助站点布局，现已升级改

造全区15个镇街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

统筹配备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三官

一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大力推

进法律援助进网格，着力打造融合开放式

的村居联络点，引导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

沉一线，向基层群众提供咨询解答、委托

代理、非诉化解、心理疏导、困境帮扶、法

治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据统计，2021年，赣榆区共开展“法援惠

民生·助力农民工”等各类宣传活动82场次，

解答来电来访咨询7200人次，办理各类法律

援助案件1506件。其中，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

累计受理案件530件，占案件总量的32%，同比

增幅21%。今年，该区办理的“苏某通海水域

人身损害赔偿案”被评为2021年度“全省法律

援助十优案件”，“李某不服工伤认定行政援

助案”被省司法厅编入指导性案例库。

龙步青 董淑波  

连云港赣榆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安宁市召开营

商环境法治保障专题协商会议。会议指出，

下一步，全市要紧紧围绕企业诉求、群众期

盼，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第一，要坚持问题

导向，规范市场准入行为，做好法治保障服

务工作，加强平等保护，让法治成为最好的

营商环境。第二，要主动听取市场主体建

议，以企业诉求为核心，为民营企业进行

“法治体检”，为企业健康发展助力赋能。第

三，要加强服务企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

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近年来，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党工

委坚持“做优环境、建强队伍、做细服务”，

采取多项措施，助推营商环境优化。一是推

行“一站式”服务、“一窗式”办理，实现企业

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目

标。二是成立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服务企

业三个领导小组，对重点项目引入、落地、

运营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三是推进楼宇商

圈党建联盟建设，在楼宇建立“馨空间·心

服务”驿站，邀请专家深入企业举办公益讲

座，为企业和员工解决注册登记、业务培训

中遇到的问题。

曹霞 段茜  

昆明两地提升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莆田涵江推进政务服务跨区域通办
  本报讯 为打破政务服务地域限制，近日，

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主动对接

福清市公安局，签署《涵江·福清户政业务

跨区域通办合作协议》，建立公安政务服务

“跨区域通办”合作新模式。两地公安按照“高频

先行、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原则，梳理通办

事项清单，明确审查要点，统一两地同一事

项办理标准。同时，依托“福建治安便民服务”

微信公众号，推出“授信互认、就近收件、线上

流转、邮政送达”的政务服务模式，开辟线上

线下“双通道”，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戴雪燕  

  本报讯 近日，在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香塘村的一处拆违现场，几台挖掘机正在紧

张地作业。该处违建被拆除后，香塘村将成为

全市首个“无违村”。

  据悉，香塘村拆违工作自2021年8月开始，沙

溪镇违法建设治理行动专班通过前期摸排，在该

村确定违建图斑102个，总面积达34510平方米。

为推进拆违工作，沙溪镇及时摸清镇区范围违法

建设底数，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有序开展违

建治理工作。其间，针对已拆除点位和新增图斑，

明确村（社区）至镇级的系统核销和审核流程，实

时更新各项数据，确保真实、准确、可追溯；针对

存量历史违建，制定月度拆除计划表，每周进行

拆除数据回顾和分析；针对大型拆违项目，提前

明确拆除前的部署、预案工作，拆除的实施、保障

工作及拆后的建筑垃圾清运、土地腾退和环境修

复等相关工作；针对区域或领域的突出问题，以

重点整治项目为抓手，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

济、说理、信用评价等各项措施，推进工作开展。

截至目前，村域内所有违建图斑均已清零。

  违建拆除后，香塘村将按照农文旅整体建设

方案要求，围绕森林乡村、田园特色、创意业态、

商务会晤、文创引领等内容，打造主题化、沉浸

式、潮业态的国际田园旅居度假综合体。该项目

也是全省首个国际IP入驻乡村项目，落成后将不

断增强沙溪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刘浩

太仓沙溪镇将无违村建成度假综合体 新田县委党校开展禁毒知识培训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禁毒办

联合新田县禁毒办，在新田县委党校开展

副科级以上干部禁毒知识培训。课堂上，禁

毒讲师结合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详细讲解

毒品种类、危害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大家自觉抵制毒品，带头做好禁毒工作。近

年来，新田县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共治、规

范管理、全民参与”，不断夯实禁毒工作基

础，实现县城污水验毒数据下降、禁毒工作

满意度测评提升的良好态势。接下来，该县

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禁毒知识知

晓率，推动禁毒工作再上新台阶。

朱庆军 李思琦  

深圳坪山举办禁毒原创作品大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和能力，今年3月初，广东省深

圳市坪山区禁毒办举办第四届“全民禁毒、

健康生活”原创作品大赛。据悉，此次比赛

以深圳禁毒IP形象为主题，融入本土特色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参赛群体

涵盖各行各业，并增设青少年组。活动历时

3个月，共收到作品458件，最终评选出图片

类、视频类作品一、二、三等奖。接下来，坪

山区禁毒办将持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号

召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工作，为建设“平安坪

山”贡献力量。

阳玲  

台州路桥发布强制亲职教育白皮书
  本报讯 近日，全国首份强制亲职教育

工作白皮书———《台州市路桥区强制亲职

教育工作白皮书》正式发布。该白皮书通过

分析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实践的

96个强制亲职教育案例，对强制亲职教育的

主要做法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梳理未成年

人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提出有针对性

的司法对策和建议。据悉，该院在全国率先

探索亲职教育指导员参与庭审诉讼个案，

并形成强制亲职教育报告；搭建全国首个

强制亲职教育全周期数字化平台———“亲职

教育”，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

毛林飞  

思南打好“三张牌”推进平安关爱行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贵州省铜仁市思

南县常态化开展吸毒人员“平安关爱”行

动，打好“责任+治理+关爱”三张牌，按照

“网格管理、定人定责、层层监督”的原则，

把握涉毒人员动态管控主动权，提高现有

吸毒人员管控率，实现社会面吸毒人员肇

事肇祸案件零发生。同时，通过举办戒毒知

识讲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破解吸

毒人员戒断难、就业难、回归难问题，努力

打通吸毒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截

至目前，全县共开展吸毒人员就业培训20

次，帮助23名吸毒人员实现就业。

郑海军  

河北锦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范春林、罗文保、高继文、李润清、董和平、赵新
辉、杨泽清、范香社：本院受理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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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勒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勒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恒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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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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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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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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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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云、王瑾：本院受理李河山诉你们与孟凡民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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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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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波：本院受理陈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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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志会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38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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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康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邯郸康业制药有限公司、邯郸市华信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邯郸市祥龙欢乐水世界有限公司、赵珊：本院受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6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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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晨、邯郸市玛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元勇诉你们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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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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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楠：本院受理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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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闻普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云南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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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露凝泉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云南腾冲火山热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云0581民初16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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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绿能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牛鹏飞：本院受理李慧诉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1)冀0191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李慧不服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436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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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5月10日刊登的报纸存在书写笔误，现将宫健变更为宫键。特此更正。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乔康、张丛丛：本院受理马立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4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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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上海智高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石家庄琮业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2021)冀0191民初438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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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五博医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兰海医药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2022)冀0191民初44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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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华：本院受理杜保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冀0191民初1448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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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余东洋：本院受理陈会统诉河北博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3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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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华、石家庄九五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樊密霆：本院受理杨红小诉王建国、你们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冀0191民初401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筑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跃彬诉你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91民初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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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周大威：本院受理尹海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及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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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董子超：本院受理吴学辉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冀0191民初1939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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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徐勇铮：本院受理张海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作出(2022)冀0191民初
3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勇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海端借款本金
414600元及利息(利息以4146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
利率1%计算)。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91民初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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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九霞：本院受理贾世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191
民初1667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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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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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范贤娜、范雪川、范兵怀：本院受理李林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2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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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3民初5056号 范爱丽、常耀峰：本院受理原告张伟山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5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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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号 张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丛台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
初1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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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号 胡晓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
丛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03民初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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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号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丛台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
初1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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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号 张三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丛
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
民初1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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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397号 于红娟、于洪志：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
0311民初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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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号 李媛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苏0311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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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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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334号 周博宇：本院受理原告刘兴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33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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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491号 周博宇：本院受理铜山区金大哥炸鸡店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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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2810号 李厚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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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9：20（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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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7号 张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徐州市泉山区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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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十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李百文：本院受理侯凯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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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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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畅、刘昌敬：本院受理郭新元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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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平、孙永全、泰兴市恒鑫肠衣食品有限公司、曹斌、泰州市斯托尔墙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刘雨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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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龙青：本院受理张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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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民初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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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印巧锋、周军、梁梦巧：本院受理泰兴市鑫宇典当有限公司诉你典当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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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乐：本院受理的原告泰兴市优发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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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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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艳：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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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40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柳雪萍：本院受理刘志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1283民初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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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市巨鹏印染有限公司、姚新民：本院受理徐新平、黄鑫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1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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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陈福华：本院受理谢彦财、李义富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二案，案号(2022)川0683民初
1734、(2022)川0683民初1735号二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二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卡，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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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30
分在本院麓棠法庭开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何涛：原告嘉兴闻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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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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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义、冉茂林、桂逢亮：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2022)浙0402民初3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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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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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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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跳跳、黄琴：原告浙江欣融汽车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02民初240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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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6月14日刊登的(2022)粤0606民催12号公告中，付款人应为佛山市顺
德区耒丹斯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应为佛山市顺德区弘宛电器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屈伟超、李辉：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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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覃日南：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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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丁月光：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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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侯钧予：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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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凌裕晴：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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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斯龙：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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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万锋：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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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高盼盼：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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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航：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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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闫明清：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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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翟继成：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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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唐寿旺：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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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黄巧娟：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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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卢江：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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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孙康：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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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晓雄：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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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方哲：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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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
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澳辉：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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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彦涛、高敏章：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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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镧扬：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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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杨恒超：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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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向莉：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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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法庭(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阳：本院受理新乡市新东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郭阳、岳学伟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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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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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应国平、茅玉冲：上诉人绿地集团(昆山)置业有限公司就( 2 0 2 1 ) 苏0 5 8 3 民初
2 0 7 6 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兴 化 市 方 乐 耐 火 材 料 厂 因 一 份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兴化市方乐
耐 火 材 料 厂 。二、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由 江 苏 长 江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泰
州分行签发的号码为3 1 3 0 0 0 5 1 3 1 7 1 9 2 9 6 ，出票日期2 0 2 2 年 1 月 1 3 日 ，付款
人 江 苏 兴 海 特 钢 有 限 公 司 ，收 款 人 泰 州 市 宏 祺 物 资 有 限 公 司 ，到 期 日 期
2 0 2 2 年 7 月 1 3 日 ，汇 票 金 额 人 民 币1 2 0 0 0 0 元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三、自 公 告
之 日 起6 0 日 内 ，利 害 关 系 人 应 向 本 院 申 报 权 利 。届 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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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杨雪娟、钱仁元、陈良英：本院受理太仓市博泰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与你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中木(仙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中木木材(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杜薇与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2 )闽03 2 2民初8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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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木(仙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中木木材(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崔红玉与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2 )闽03 2 2民初8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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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代鸿，薛宇，李远斌、巫锦
红，余志国、唐娇琴，李小平、唐文英分别诉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五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川1322
民初1118号、1119号、1120号、1121号1122号判决书，分别判决确认原告张代鸿与
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确认原告薛宇与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于2015年7月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确认原
告李远斌与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确认原告唐娇琴与被告营山县鼎新铸
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
法有效。确认原告李小平与被告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2
月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逾期则视为送达。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东全、李国珍，雷斌、陶永
燕诉营山县鼎新铸信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物权纠纷两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川1322民初1214号、
121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两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逾期则视为送达。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43号 杭州世邦美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杨
春贵诉被告赖方雄、杭州世邦美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被告赖方雄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369号 何强：本院对原告刘贺洋诉被告何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369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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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97号 宁波翔瑞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波诉被
告宁波翔瑞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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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于2022年8月9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刘正坤：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方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69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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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后侠、苏利君、刘凤梅：本院受理徐州华阳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们、贾明乐种植、
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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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赵高响：本院受理周慧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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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谢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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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陈良海：本院受理徐州大将军电动车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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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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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刘东亚：本院受理钱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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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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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世良：原告吴茂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川1002民初468号民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通知书（催缴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凌家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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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陶念念、张乐：原告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垫付款人民币58770.66元及利息利息
自每笔垫付之日起以垫付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判令被告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案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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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 2 2年4月1 2日受理了河南智科电气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票号3 1 3 0 0 0 5 1 / 5 0 4 4 6 0 2 5 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 0 2 2 年 6 月 1 6 日作出（ 2 0 2 2 ）浙
02 8 2民催1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 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尤伟兵：本院受理江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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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等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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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明：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华之明建材批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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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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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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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本院受理王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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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402民初1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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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锦鹏：本院受理蔡小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402民初6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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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春宝：本院受理曹听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 1）苏04 0 2民初68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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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楼高：本院受理俞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 2 2）苏0 4 0 2民初8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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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希文：本院受理楼芬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 0 2 1 ) 苏0 5 8 3民初2 3 4 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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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云贵：本院受理左灯化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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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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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易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易龙世纪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新宁物流有
限公司与你们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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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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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文倩：本院受理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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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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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四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葛小强：本院受理陈俊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
1432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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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红、柳一民：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孙斌：本院受理朱标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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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花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爱军、瞿松全：本院受理吴风德与你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心
支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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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钱晓海：本院受理万荣虎与你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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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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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成海龙、兰江涛：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
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
仲裁案，仲裁庭已做出裁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裁字第0421号裁
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邯郸市
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0310-3113605)

邯郸仲裁委员会
贾巍：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邯郸市诚信住房置
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庭已做出
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四案(2021)邯仲裁字第0416号、(2021)邯仲裁字第0417
号、(2021)邯仲裁字第0418号、(2021)邯仲裁字第0419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
心1204室0310-3113605)

邯郸仲裁委员会
刘统、段明涛：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邯
郸市诚信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
裁案，仲裁庭已做出裁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裁字第0414号裁决
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邯郸市丛
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0310-3113605)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诗忠、王丽：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
(2021)邯仲案字第0544号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
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赵海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
的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7日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第20日至30日，逾期视为送达。(地址：
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楼，邮编056107，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吕艳茹：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
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
则》规定指定陈晓娟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
33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
心12楼，0310-3084515)，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吕艳茹：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
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
则》规定指定陈晓娟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
34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
心12楼，0310-3084515)，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冀长宏：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抵
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
规定指定陈晓娟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35号
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
楼，0310-3084515)，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冀长宏：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抵
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
则》规定指定陈晓娟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
字第36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邯郸市丛台东
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
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任义：本会受理的李志明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庭已做出裁决，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裁字第0572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0310-3113605)。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必跃：本会受理的王业军与你承包合同争议(2022)苏仲裁字第0312号案，因无法直接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证据及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员选定书等案件材料。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苏州市凤凰街334号)领
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

苏州仲裁委员会
天津金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福州星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的买
卖合同纠纷案[(2 0 2 2 )津仲字第0295号]后，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
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答辩通知书等，逾期视
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0日内进行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5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
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本案将于2022
年9月15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威斯康太阳能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李美玲与天津威斯康太阳能
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2021 ]津仲字第1036号，本会
已依法作出裁决书。现向贵方送达[2021 ]津仲裁字第1036号裁决书。请贵方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湖州至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钟国睿与你方间的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湖仲(2021)裁字第150号组庭通知书和开庭
通知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到本会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本会将定于2022年7月29日14时30分在本会425庭审室开庭审
理。本会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730号经纬大厦4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海南自贸区云鼎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施海定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2〕第54号)，现已作出决定书。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陵水县陵黎路2号，电话0898-83325026)领取仲裁决
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陵水黎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江苏衍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汤昕诉江苏衍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争议案件，本委依法立案(案号为：乌劳人仲字〔2021〕第652
号)现本委已作出乌劳人仲字〔2021〕第652号仲裁裁决书，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当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乌鲁木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都县易恒家电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永慧诉你方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三劳人仲案字〔2022〕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贵州跃飞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潘仕龙等6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2日9时30分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万户水寨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届
时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我局受理申请人李启洪诉在你公司上班受伤申请工
伤认定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举
证通知书》、申请材料复印件。你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
局(贵州省福泉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你方
应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局提交举证材料，如逾期不举证或举证不能，本局
可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民法院公告
2022年6月21日

  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571201877Q）经总

所合伙人决议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郭秀岩

  联系方式：13501141595，010－8591096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路1号恒

泰大厦1105B

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清算组

2022年6月21日

注销公告

  2022年5月6日7时许，在北京市大兴区
凉水河公园马驹桥新桥段桥下发现一具
男尸。该男子全身赤裸，在离岸边1、2米位
置处，岸边有一白色短裤、黑色短袖，一双
VANS牌板鞋。死者特征：男性，30岁左右，
身高1.7-1.75米之间，15公分左右长发，无
身份信息。请其亲属见报后速与大兴分局
治安支队联系，联系电话：010-69242301，
联系人：宫警官、李警官。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

寻亲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