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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答好“三张考卷”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司

法局坚持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认真答好

“三张考卷”，扎实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答好树立标准化典型考卷。明确司法所

建设标准，初步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辐射引领、各具特色”的建设局面。今年以

来，已先后对27个司法所进行维修改造和

标准化建设，全市89个司法所面积全部达

到100平方米以上，64个司法所达到规范化

标准，建成大型司法所13个。同时，配齐配

强政法专项编制、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

者、人民调解员等人员队伍，大力充实司

法所工作力量。

  答好优化便民服务考卷。充分发挥司

法所基层治理主力军作用，整合优势资源，

推行“窗口化、柜台式”服务方式，设置集法

律咨询、法律服务、人民调解、特殊人群管

理等职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大厅，各司法所

年均接待群众1000余人次。今年以来，全市

司法所共接受群众法律咨询3万余人次，提

供法律意见和建议270余条、法律援助服务

1390余件次；参与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5万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指导制

定村规民约503件，开展村规民约法制审核

479件，为建设法治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发挥

重要作用。

  答好建设特色品牌考卷。利用现有办

公资源，以打造特色化司法所为重点，结合

区位、产业、文化等区域特点，建强精品法

律服务阵地，优化司法所弱势项目，通过

“一点辐射一片”方式，带动一批特色司法

所规范化建设。近年来，全市共有46个司法

所被司法部、省司法厅评为“先进集体”，176人

被评为“先进个人”，培育“卢干景调解工作室”

等品牌工作室56个。

班书尚 李庭苇  

桐梓开展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
  本报讯 连日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书记“头雁效应”，在

辖区开展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活动

期间，各村党支部书记聚焦“组织能力强、

人才队伍强、集体经济强、治理能力强、要

素保障强”5个方面依次上台“比武”，谈经

验、谈做法、谈感受、谈不足，形成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桐梓县将进一步提高

基层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人才、资

源等要素向基层一线聚集，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陈德强 赵飞

温岭法院打造“一站式”知产解纷平台
  本报讯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整合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部门资源，以浙江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为支撑，构建“一站式”知产解纷平

台。通过该平台，当事人可以线上申请诉前

调解，提交和接收所有材料；法官、人民调解

员可以在线审核和发送材料，通过远程调解、

跨域办案等功能与当事人实时沟通，提供“菜

单式”解纷服务，让当事人从“最多跑一次”到

“一次不用跑”。据悉，自2021年5月建成以

来，该平台已成功促成调解案件267件，案件

调撤率达79.5%。        张祖豪

杭州金钱巷社区党建引领助推垃圾分类
  本报讯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小营街道金钱巷社区逐步形成垃圾分类

“全链条提升、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的

工作思路。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红色物业+

全民参与”，营造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物

业服务企业为主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的良好局面。二是组织社区干部和

党员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垃圾

分类知识。三是建立垃圾分类工作巡查体系，

以制度化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管理常态化；定

期对各小区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检查督导，规

范垃圾分类工作管理制度。   陈晶

无锡鹅湖镇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凝聚诉源治理合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鹅湖镇信访部门坚持“活动共联、资源共享、

成果共创”，成立“诉源治理工程”党建联盟，围

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等工作，深化多元

解纷机制，着力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基

层社会治理模式。

  推进“诉源治理工程”，建立党支部书记

联席会议制度，组建党员矛盾调解队伍，整合

信访、司法、公安、网格中心等职能部门资源，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从源头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有效控制信访增量。同时，坚持共建

共治，完善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召开党支部书记

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宣传创新做法和成功经

验；注重综合施策，整合基层资源，构建齐抓共

管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提高矛盾纠纷化解实效。

  用好诉源治理工作室，推动形成“资源

共享、诉调对接”工作格局。一方面，加强调解人

员专业指导和业务培训，提高调解员对潜在矛盾

纠纷的防范能力、对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

对重大矛盾纠纷的处置能力，提升非诉讼纠纷化

解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强资源整合和部门

联动，加快推进各部门平台对接，实现预防化解

矛盾纠纷的良性互动；以“诉源治理工程”为契

机，联合法院、派出所等单位，打通“诉源治理”

神经末梢，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矛

盾纠纷“一站式”化解服务。               华浩宇  

昆明两地跑出惠民利民“加速度”
  本报讯 云南省安宁市在全省率先

推出中小学生免费公交IC卡，全市中小学

生可凭卡免费乘坐市域公交车。近日，该

市在安宁中学太平学校举行首批九年义

务教育中小学生免费乘车数字公交IC卡发

卡仪式，校领导向该校小学二年级学生发

放第一批免费乘车数字公交IC卡。据悉，

中小学生免费乘坐市域公交车是安宁市

政府今年承诺要落实的“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也是该市创建“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

的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已办理免费公交

IC卡7135张。

  近日 ，昆明市盘龙区开通残疾人证

邮寄服务。办证者在申领证件时，除通过原

有的自行领证方式外，还可选择EMS寄递服

务，只需在申请时注明“邮政快递服务”，即

可省去二次跑腿的麻烦。据悉，残疾人证

是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等级的合

法证件 ，其办理速度直接关系到残疾人

享受优惠政策的及时性。通过签订寄递

服务协议 ，盘龙区将全力建设关爱和服

务残疾人平台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

务，进一步缩短办证时间，减少服务对象

及基层工作人员来回往返时间 ，跑出惠

民利民“加速度”。

  曹霞 李菲   

深圳宝安开展禁毒专题教育课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禁毒办联合西乡街道禁毒办、街道志愿者

联合会，在西乡街道社区戒毒（康复）中心

给青少年禁毒志愿者上了一堂内容丰富

的禁毒专题教育课。其间，工作人员带领

大家参观宣教室，观看仿真毒品模型，认

识毒品种类和形态。同时，结合图文并茂

的禁毒课件，通过播放禁毒宣传视频、讲

解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进行禁毒宣誓等多

种方式，让青少年禁毒志愿者在寓教于乐

中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掌握识

毒防毒方法，坚定参与禁毒斗争的决心。

鲁淑芬 邓炜峰  

清远禾云镇助戒毒康复人员就业
  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

区 禾 云 镇 禁 毒 办 在 辖 区 开 展 社 区 戒 毒

（康复）人员就业技能培训。培训班上，工作

人员详细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广东省禁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自觉抵制毒品，增强

禁毒意识和法治观念。同时，对如何选择

就业创业方向进行讲解和分析，提供就业

指导等服务，助其提升职业技能。接下来，

禾云镇将继续分批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帮助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顺利就业、回归社会。

程小燕  

人民法院公告
2022年8月2日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安曼电子

(上海)有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

  据〔201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51号

《裁决书》及200 7年12月26日《关于宏盛

出口融资保证项目已代偿款项之和解协

议》，我司2010年8月向你司公证送达《关

于处置光大银行股票并进行债务抵销的

通知》、201 2年8月、201 4年8月、201 6年8

月、2 0 1 9 年8月向你司公证及公告送达

《催款函》。

  我司就《裁决书》1-3项仲裁请求，仍

有98，604，370 .27美元代偿款及利息未清

偿。你司作为被执行人，应立即向我司偿

付扣除法院执行款项后的75，817，923 .93

美元及利息。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22年8月2日

催 款 函

陈良汉：1995年至1996年期间，你承建我局

机关大院B栋宿舍楼(位于三亚市解放路456

号)，期间你向我局借支166535.31元的款项。

自1997年起，我局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你办理

结算，但均未果。现特登报，请你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局联系(联系人：王

先生，联系方式：0898-88272459)办理前述B

栋宿舍楼的工程款结算及借支款项的处

理，逾期后果自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三亚公路局

关于办理工程结算及借支款项
处理的公告

周娅秋：本院受理张畅怀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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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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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冉：本院受理李志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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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瑞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永梅诉你公司与邢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李祥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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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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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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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超：本院受理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与邯郸
市稽山房地产开发邮箱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03民初6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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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本院受理乔森金诉你及董敬涛、第三人乔卫为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
纷一案，因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0403民初4039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赵清祯、赵清禄：原告邯郸兆瑞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你们、刘长
利、翟国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
4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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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孟凡平：本院受理于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冀0403民初3834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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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9
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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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苏0311民初953号  于振栋、张小利、张小东：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
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0311
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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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号  纪秋莲、纪秋生：本院受理原告周凤兰与你们和
被告纪红侠、纪周赡养费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苏0311民初1657号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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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8号  翟苏肃：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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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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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号  王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苏0311民初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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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号  危剑兵、谢云英、祝卫国：本院受理江苏公信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孟祥伟：本院受理袁满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321民初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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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美荣：本院受理王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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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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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阳：本院受理杨同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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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冻：本院受理秦绍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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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绿海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丰县永德信水暖五金销售中心与你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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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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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超：本院受理崔亚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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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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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飞：本院受理刘科伟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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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苏州双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朱学勇、王安贵：本院受理丰县川裕商贸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组成名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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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张家平：本院受理于厂修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2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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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孙存义：本院受理葛善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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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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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冰：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21民初2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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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玲：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21民初2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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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运亮：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21民初2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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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涛：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2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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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朋俊、黄金霞：本院受理黄春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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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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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叶建华：本院受理丁新晶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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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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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年红：本院受理夏明华与你、罗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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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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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玉宇：本院受理王九军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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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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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小俊：本院受理徐家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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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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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鹏：本院受理李泽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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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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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晓琴：本院受理王永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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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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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忠涛：本院受理泰兴市宇华箱包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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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宣堡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严昭俊：本院受理李学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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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宣堡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严昭俊：本院受理种翠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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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宣堡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储德涛：本院受理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夏志荣、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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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标龙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大诺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泰兴市汐淼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州欧米亚实业有限
公司与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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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叶建生：本院受理叶星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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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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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淑辉：原告陈恩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川1002民初2148号，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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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市鸿钧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宋翠辉、吴明德、余贵平、吴提刚、
郑骥、吴秋兰、郭鹏：本院受理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区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顺斌、闻明：本院受理杨凤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杨超：原告资中广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诚信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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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王加付：原告马青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4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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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葛洪银、朱兴彩：本院受理苍山县乡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1324民初2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车辋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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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新丰塑料电器厂持有的交通银行嘉兴禾兴支行签发的银
行汇票一份，票号为3010005123601947，出票人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
司，金额5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1月15日，收款人嘉兴市秀城区不锈钢设备
总厂，因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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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家顺：原告周昕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402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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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祥、潘秀英、胡光伦、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麟瑞百货店：原告浙江凝睿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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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原告嘉兴市快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15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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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全礼：原告倪美华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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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善涛：原告陈向阳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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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凯、郭一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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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龙俊：原告张玉良、秦丽君与你、俞东平、吴筝翔生命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2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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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治亮：原告代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
0402民初3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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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晓伟：原告山东合悦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3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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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苏兵、赵卫东：原告郭金顶与上海泰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你们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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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7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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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敏：原告中祖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402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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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芳：原告杨啟俊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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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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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根：原告赵金良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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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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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设建筑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国祥航空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南方混凝土制品
有限公司与你们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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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丰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厉苏其、厉兴旺、钱英芳、海宁市金益袜业有限公司、桐乡市中大沥青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光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同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与被执行
人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异议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本院已立案审查。因你方现下落不明，
故向你方公告送达异议申请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需提
交答辩意见和证据，请在公告期满后五日内书面提供，逾期依法作出裁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善县一帆木业厂、詹丽琴、吴勤福、张宜武：原告浙江富融仓储有限公司与
你们保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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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昆山弘翊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花桥镇文轩建筑装饰材料
经营部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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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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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茵：本院受理耿喜权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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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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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茸酷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晓峰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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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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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清：本院受理陈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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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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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金禾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恒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债
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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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莫等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湖南霍普金斯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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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吕城镇轩绫五金厂：本院受理常州市建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诉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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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兰芳、王立军、第三人昆山万家源不动产资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苏
0583民初10448号原告马冬梅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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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2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通州监狱不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郭林厂：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1622民初17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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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朱妍洁：本院受理苏福锦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322民初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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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徐辉：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0322民初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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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朱超蓉、义乌市凌娜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莆田市贝凯尼服饰有限公司与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闽0322民初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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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侠：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0322民初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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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程智慧：本院受理王迪上诉你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585民初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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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滨海县馨兰雅轩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顺宇化纤厂与你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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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溪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苏东钢结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城厢镇建乐金属制品经营部
诉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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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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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杏涛、凌文芳：本院受理王书声、张玉芳诉你们、第三人昆山花桥国际商务
城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昆山市花桥为民拆迁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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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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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豫钲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佳煌针织印染有限公司诉你与毛
景刚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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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孙冰、杨利娜：本院受理张川玉诉被告河南恒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杨山峰
及你们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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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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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赵楠：本院受理宋艳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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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9日9时在本
院409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巫敏、杨立志：本院受理吴秀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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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宜东：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2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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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明：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2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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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齐好：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2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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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细志：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张细玉、蔡祈斌与被申请人毛三琴、缪小茶、陈
细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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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孔欢欢：原告(反诉被告)常州市蓝阳涂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杭州高
合涂装工程有限公司、孔欢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加洪：本院受理太仓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诉被告张加洪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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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胜平、王丹：本院受理原告潘新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1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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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磊、吴浪：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
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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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金广鑫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新霖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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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东明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新霖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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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俊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李科、林仁锐、张小池、於海鹏：本院受理
苏州卓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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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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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向本院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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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雅软装定制有限公司、封学伟：本院受理朱赞琴诉你们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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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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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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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强、孙培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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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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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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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士洲、张南英：本院受理许小业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583民初4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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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霍邱特乐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瑞仕成塑化有限公司诉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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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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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张浦镇一代佳人娱乐会所：本院受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诉你方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苏0583民初11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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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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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唛哈铜锣湾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
你方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11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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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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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学中、丁圆：本院受理李芹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三个规定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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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郑陆法庭第二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许友江：本院受理吕响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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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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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建成：本院受理陈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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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583民初5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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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柏利伟：本院受理谭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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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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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瑶：本院受理白如江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 )苏0402民初2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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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丰烨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均师、晏积轩、邢云健、
颜家其分别诉你方劳动争议纠纷共四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的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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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岩：本院受理戴元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的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三个规定监督卡、廉政卡、
合议庭通知书、证据材料、简转普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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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三)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亮：本院受理仟汇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诉你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1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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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市花桥镇小龙仔烧烤店：本院受理王林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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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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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雷、昆山悦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春蕊与你们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583民初5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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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金巨刚：上诉人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中心支公司就(2022)苏
0402民初1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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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常州万睿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顾正林：本院受理瞿国英诉你们、国任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周华兰、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苏0402民初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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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文：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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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滨海畅宏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市顺宇化纤厂与你方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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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夏梦倩：本院受理浙江喆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2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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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东：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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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敬权：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1107号民事到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后15日内本院交
上诉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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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1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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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健博化纤厂、蔡惠明：本院受理太仓市联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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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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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沙溪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李守峰、葛艳：你们与宋云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依法查封的李守峰
名下位于灵宝市函谷路北段东侧(开源小区)1幢501号房屋(证号：豫(2018)
灵宝市不动产权第0008660号)，经评估，于2022年3月25日作出豫郑世纪评
字[2022]03455S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评估价格为人民币75.56万元。如对评
估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该评估报告书后十日内提出重新评估。如无异
议，可在十日内回赎或履行义务，逾期我院将依法拍卖，由此产生的相关
拍卖费用将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黄先保：本院受理王晓鹏申请执行你与朱国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2)豫0783执12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22)豫0783执121号之
十一执行裁定书、协商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第一个周二9时(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选取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或双方协商不一致，本院将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
  2019兵08破3号2020年11月20日，新疆白杨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依
法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议通过了管理人提交的财产分配方案。2022年7
月25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作出(2019)兵08破3号之五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支刚：本院受理朱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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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4202民初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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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郝军：本院受理蒋友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新4202民初1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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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王平：本院受理高家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新4202民初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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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2022)新4202执876号梁争阳：你与亚里坤？吐尔逊买卖合同一案，乌苏市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1)新4202民初5306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4月12日作出的(2022)新4202执87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
了被执行人梁争阳位于乌苏市虹桥办事处塔里木河西路明珠小区6幢5-501
室房屋产权手续，因被执行人梁争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将对梁争阳位于
乌苏市虹桥办事处塔里木河西路明珠小区6幢5-501室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程
序。如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对本院处置的财产有异议的，案件当
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应在财产处置前提出执行异议。特此公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王艺宗：本院受理乌苏市新和烟酒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4202民初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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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杨永顺：本院受理高水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期限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10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江苏中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乌苏市建友混凝土有限公司诉潘
稳扣及你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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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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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德士(身份证号：32082219******5459)：因张瑞瑞投诉你拖欠其本人工资，我
局予以立案(昆人社察案字〔2022〕第057005号)。由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
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昆人社察询字

〔2022〕第057005号之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吴江(身份证号：32091119******7416)：因张瑞瑞投诉你拖欠其本人工资，我局
予以立案(昆人社察案字〔2022〕第057005号)。由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文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昆人社察询字

〔2022〕第057005号之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仲裁公告

韩宝娥：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0198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0310-3113605)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候龙田、刘金兰、韩文秀、郝换的：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分行与你们及武安市洺河源土特产有限公司、武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田维东、姚君、郭龙喜、史爱芹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86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
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
0310-308451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连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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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
字第70号案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084515)领取上述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7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河北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路利国与你公司之间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0148
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113605 )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韩瑞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支公司
与你之间保险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邯仲案字第
0204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113605)领取上述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江苏梦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会受理的申请人江西商钜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你单位因买卖合同纠纷[(2021)徐仲受字第259号]一案，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本委(2021)徐仲裁字第259号裁决书，限你单位
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地址：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南路
122-2号)，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徐州仲裁委员会
天津华奕盛泰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天津佰特普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案[(2022)津仲字第0707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答辩文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
裁员，逾期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2022年
11月1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市宁河区贵达宾馆：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天津市分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案件编号为[2021]津仲
字第1337号。仲裁庭已于2022年7月27日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送达[2021]
津仲裁字第1337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四川中恒远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天津亿刚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件编号为[2022]津仲字第28号，本会已依
法作出裁决。现向你公司送达[2022]津仲裁字第28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江苏金创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严若菲与你公司合同争议仲
裁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024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苏仲裁字第0024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上述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上海游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州星倍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仲裁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060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苏仲裁字第0060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信链(海南)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彦超与你司劳动争议案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澄劳人仲裁字【2022】第17号仲裁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湖北凯瑞百谷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黄鹂诉你方劳动争议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3659号劳动仲裁争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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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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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时参加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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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锦尚瑞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杨红秀诉你方劳动争议案
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4227号劳动争议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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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10时30分在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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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9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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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居尔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余誉恒诉你方劳动争议案件

“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2〕2895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上述案件仲裁裁决书“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22〕983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你方如不服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22〕983号裁决，可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
的，该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序号 姓 名 保证金金额（元） 办案单位

33 刘发波 2,000.00 治安大队

34 赵 伟 2,000.00 治安大队

35 由旭波 2,000.00 治安大队

36 徐小军 2,000.00 治安大队

37 顾日中 20,000.00 治安大队

38 顾日升 20,000.00 治安大队

39 孙庆宽 20,000.00 治安大队

40 邵长春 20,000.00 治安大队

41 封 军 20,000.00 治安大队

42 顾日红 20,000.00 治安大队

43 顾日炎 20,000.00 治安大队

44 王宗刚 5,000.00 刑侦大队

45 徐洪成 3,000.00 刑侦大队

46 曲镜达 20,000.00 刑侦大队

关于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公告
  莱州市公安局历年依法办理的取保候审案件中，部分已期限
届满，但仍有被取保候审人经通知尚未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甚
至有的因无法联系，致使取保候审保证金长期滞留专户。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下列当事人(名单附后)6个月内仍未到相关办案单
位办理取保候审保证金退还手续的，我局将对上述滞留专户的取
保候审保证金依法上缴国库。

自本公告发布后，需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持
本人二代身份证、缴款凭证、被取保候审人的委托书等资料，到办
案单位办理退还保证金手续。
  特此公告。

莱州市公安局
2022年8月2日

序号 姓 名 保证金金额（元） 办案单位

1 史钧剑 5,000.00 文昌派出所

2 张向武 1,000.00 文昌派出所

3 刘瑞兵 1,000.00 永安派出所

4 孙福根 5,000.00 永安派出所

5 宋鹏涛 3,000.00 刑侦大队

6 徐金元 5,000.00 刑侦大队

7 张宁军 20,000.00 刑侦大队

8 王金法 5,000.00 刑侦大队

9 张 明 5,000.00 刑侦大队

10 万世荣 1,000.00 刑侦大队

11 孙 文 10,000.00 刑侦大队

12 徐目英 3,000.00 刑侦大队

13 黎华开 10,000.00 刑侦大队

14 王玉玲 1,000.00 刑侦大队

15 邓小雄 2,000.00 刑侦大队

16 王 强 20,000.00 刑侦大队

序号 姓 名 保证金金额（元） 办案单位

17 何宏达 2,000.00 刑侦大队

18 何宏智 2,000.00 刑侦大队

19 杨丘梅 2,000.00 刑侦大队

20 田 敬 10,000.00 刑侦大队

21 任 才 3,000.00 刑侦大队

22 张双婷 10,000.00 刑侦大队

23 陈科旭 5,000.00 刑侦大队

24 张 平 10,000.00 刑侦大队

25 郑娇娇 10,000.00 刑侦大队

26 周昌平 10,000.00 刑侦大队

27 周克威 10,000.00 刑侦大队

28 魏宇航 5,000.00 刑侦大队

29 张 龙 10,000.00 刑侦大队

30 石恒波 5,000.00 夏邱派出所

31 李跃全 5,000.00 夏邱派出所

32 胡伟浩 10,000.00 治安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