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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李光明、许尚委：本院受理周孝方与你们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不领视为送
达。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重庆周友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扬名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优伴(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雪
荣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1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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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冰涛：本院受理张远虎、严功文、徐庆才、陈平
子、张大平、周仁培、李帮险、王俊、熊开春、吴德
山、巫海华、孔庆春、张大树、刘善明、许爱平、张元
波与李冰涛、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十六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2 ) 苏0 1 1 5 民初5 3 1 6、
5925、5930、5937、6043、6045、6047、6055、6058、
6063、6066、6070、6071、6072、6074、607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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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甘小燕：本院受理夏来贤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苏0115民初5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王光余：本院受理王明曾与你、赵宏福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苏0115民初420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节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汤山人民法庭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缪晨燕：本院受理李春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2022)苏0281财保1704号民事裁
定书、(2022 )苏0281民初10404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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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
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纪中：本院受理黄小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
廉政监督卡、(2022)苏0281民初10079号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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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
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关纯才、孙洪娟：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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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家
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关纯才、王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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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家房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于福强：本院审理丁付珍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青0105
民初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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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管志强：本院受理上诉人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你作为
本案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亚鑫海阳光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黎创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0日
15：3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六
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
心10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
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山西鑫福源珠宝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2)并仲裁
字第0799号，申请人田鸿与被申请人山西鑫福源
珠宝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
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答辩书及相关文
件、1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
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五日
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
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
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西交换空间魔块装饰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2021 )并仲裁字第1479号，申请人山西三联众
财建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交换空间魔
块装饰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并仲裁字第1479号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赵高锋、胡利娥、赵永红：本会受理(2020)并仲
裁字第0191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赵高锋、胡利娥、赵永红
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李向阳、谢颖、冯斌、齐建兵：本会受理(2020)并
仲裁字第0296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李向阳、谢颖、冯斌、齐
建兵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8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程合运、申瑞花：本会受理(2020)并仲裁字第0333
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被
申请人程合运、申瑞花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1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任海贵、赵青爱、张圆、张瑾：本会受理(2020)并
仲裁字第0335号，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与被申请人任海贵、赵青爱、张圆、
张瑾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陈蛟：本会受理(2021)并仲裁字第1435号，申请
人阳曲县瑞泰通吊装搬运服务部与被申请人
陈蛟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上海勋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武汉世茂锦绣长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孙慧
敏诉你司关于工资等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皖宣劳人仲裁〔2022〕
25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第一被申请人上海勋厚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申请人工资差额人民币合计叁仟叁佰陆
拾伍圆整(￥3365元)。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廷、李洪娟、宋雄杰：本委受理的你诉陕西房车
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与你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
仲案字(经开)〔2021〕第3109号〔2022〕第472、571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
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汇岳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韩汶伶诉你
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单位无法联
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2〕
第1781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
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于婉怡：本委受理的你诉西安西柚互动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
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

〔2022〕第112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
律效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陕西锐意鑫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陈佳莹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
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
人仲案字(经开)〔2022〕第686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址：西安市
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陈佳莹：本委受理的你诉陕西锐意鑫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
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市劳人仲案字(经开)

〔2022〕第686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
律效力。(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西安柚子众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
理的池丽丽诉你方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达
市劳人仲案字(经开)〔2021〕第3272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以上裁决，可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不起诉，以上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地址：西安
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吴燕妮：本院受理原告胡毅与被告彭彩霞、吴
金红、吴燕妮、陈远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苏
1323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民事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王东：本院受理原告王勇与被告王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 )苏1323民初3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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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3616号 张井华：本院受理原告
王述勇与被告张井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 0 2 2 ) 苏
1323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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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337号 刘高：本院受理原告杨青
与被告刘高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苏1323民初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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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6041号 孙其涛：本院受理的
原告王海军与被告孙其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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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2821号 庄邵勇：本院受理原
告庄乐与被告庄邵勇、王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
苏1323民初28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2881号 汤正：本院受理原告
张磊与被告汤正、上海展明物流有限公司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 )苏1323民初2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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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3506号 毕长江：本院受理原
告胡晓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苏1323民
初35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4962号 云磊：本院受理原告
孙林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496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5290号 王志坚：本院受理原
告徐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 0 2 2 )苏13 2 3民初
5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5503号 朱桂英、浦益锋：本
院受理原告张婕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
苏1323民初5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苏1323民初5527号 孙荣艳：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县支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苏1323民初55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阮氏钗(NGUYEN TH I THOA)：本院受理原告
贾俊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1581民初155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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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
阮虹珊(NGUYEN HONG SANG)：本院受理原告
孔凡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1581民初70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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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
谢娜：本院受理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326民初18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务川自治
县人民法院民三单元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状及副本，上？于贵州省中级市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石永迪、邹艳如、石兴明、高翠平、石永贺、邹园
园：本院受理原告单县富鸿玉米合作社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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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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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9日14点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浮龙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5223号 郝坎坎：本院受理原告
孙秋萍与被告郝坎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311民初
52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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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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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号 蒋书芹、江苏国立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刘丹：本院受理原告靖守田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51 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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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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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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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号 蒋书芹、刘丹：本院受
理原告菅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11民初79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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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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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号 蒋书芹、刘丹：本院
受理原告焦庆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2 2 ) 苏
0311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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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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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田太军：本院受理原告吴浪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告知权利义务书、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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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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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曲宝力、赵强：本院受理原告泗阳恒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建国、张宏兵、汤春、郭
以培及你们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1323民初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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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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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2)黔2322民初4669号 王本江、王萍：本院受
理贵州兴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将于举证及答
辩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巴铃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638号 王有富(住浙江省宁
海县强蛟镇王石岙村3组5号)：本院受理原告
卢江洋与被告王有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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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被告王
有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卢江洋
借款6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1
年2月1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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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如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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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元，公告费
1091元，共计2497元，由被告王有富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0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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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罗福松：本院受理原告申样雄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黔0326民初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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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贵州省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162号 王庆民：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芝英永升清洁用品厂诉被告王庆民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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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下午13时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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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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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