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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

策实施以来，河北省邯郸市税务部门持续

释放退税减税政策红利，助力企业纾困解

难，激活企业发展动力。

  位于武安市的河北某钢铁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洗煤、炼铁、制氧、科研等于一

体的综合型钢铁企业。退税减税红利的

及时“落袋”，为公司不断研发创新、深耕

核心技术注入强劲动力。“税务部门及时

为我们办理3790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

‘ 真 金 白 银 ’的 支 持 让 公 司 创 新 后 劲 更

足，加大研发投入更有底气。”该公司财

务负责人表示。

  为 帮 助 企 业 用 足 用 好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武 安 市 税 务 局 坚 持“ 个 性 化、人 性

化、专业化”工作理念，建立“精准筛选、

专班对接、在线辅导、快速审核”工作机

制 ，组 建 留 抵 退 税 工 作 专 班 ，按 照 行 业

和 企 业 规 模 进 行 分 类 ，逐 户 甄 别 分 析 ，

测 算 退 税 数 据。截 至 目 前 ，已 开 展 线 上

宣传辅导活动3 0 余次 ，发布税惠政策解

读和热点问题解答28 0余条，精准辅导企

业1 0 9 家 ，培 训 纳 税 人7 8 0 余 人 次 ，利 用

“ 远 程 帮 办”平 台 实 时 解 答 纳 税 人 退 税

减税难题70余个。

  此外，为加快退税办理速度，该局加

强相关业务股室、税务分局统筹协作，实

行专岗审核，坚持申请即办，确保中间环

节 不 滞 留 ，实 现 全 链 条 电 子 化 退 税。同

时，建立“政策找人”机制，依托税收大数

据平台筛选甄别，建立工作台账，组织留

抵退税工作专班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进

行“一对一”辅导，确保税惠红利精准、及

时送达，为企业发展注入“税动力”。

  邯郸某钢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汽车

用钢、家电用钢、优特钢、管线钢、重轨等

产品，覆盖汽车、家电、机械制造、石油化

工、航空航天、工程建筑等多个领域。“邯

郸市复兴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公

司财务人员，精准推送留抵退税政策，确

保税惠红利直达快享。今年以来，我们已

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款100 7 7 . 3 4万元，有

效缓解了资金压力”。该公司财务负责人

说道。

  为推动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落实落细 ，复兴区税务局利用微信工作

群、钉钉等平台，向企业精准推送税惠政

策。同时，成立留抵退税辅导团队，手把手

辅导企业财务人员申报留抵退税，帮助企

业精准、及时、足额享受税惠红利，不断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

白利红 杨国方  

邯郸税务退税减税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温岭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浙江省温岭市人民

法院松门人民法庭、大溪人民法庭全力创建

“枫桥式人民法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

法公正高效的新需求、新期待。一是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将争创“枫桥式人民法庭”与

“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结合起

来。二是因地制宜，打造亮点，充分发挥地缘

优势，打造法治文化阵地，建设镇级司法服务

中心。三是利用法院官网、微博、微信、新闻客

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宣传推广“枫桥式人民法

庭”创建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张祖豪  

遵化“线上+线下”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遵化市

税务局以线下精细化服务为基础，以线上

智慧化服务为依托，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

质效。该局拓宽纳税人自助办税渠道，在2个

基层税务分局设置办税服务室，在市区新建

2个智慧微厅，积极打造15分钟办税圈，减少

纳税人进厅次数和停留时间。同时，健全完善

“非接触式”线上帮办体系，推进远程帮办云

端窗口建设，帮助纳税人解决线上办税难题。

截至目前，遵化市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共开

通云端窗口3个，推送税收政策12万余条，提

供线上咨询3750次。    张征 朱双江

泗县多措并举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化解一批疑难复杂信访

事项。一是定期召开全县信访视频调度会议，

及时研判信访形势，会商会办信访重点案件，

制定化解方案。二是完善信访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机制，对排查出的407件信访隐患，全部

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逐案化解销号。

三是建立信访事项跟踪督办机制，坚持“动态

销账、一抓到底”，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截至目前，该县共开展信访督办活动

52次，督办信访事项173件，化解165件。

许永军  

龙山“三个一”攻坚化解信访积案

  本报讯 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建立“三个一”工作机制，

推动信访积案化解。一是组建一套班子。整合

公检法司等部门力量，成立信访积案化解

专班，最大限度消化信访存量。二是完善一套

流程。建立从确定案源、见面接谈、调查核

实、形成报告到集体研究、交办执行、回访

核实、结案归档的完整闭环。三是制定一套

机制。建立健全“专班化解与领导包案结

合、化解专班与部门乡镇联动、化解专班保

障与激励挂钩”的工作机制，推动信访积案

“案结事了”。         蔡芬

东莞东城警方破获多起职务侵占案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东城

分局成功侦破一起职务侵占案件，将犯罪

嫌疑人沈某抓获。东城公安分局接到某环保

材料公司报警，称员工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

警方立即介入调查，发现沈某利用其担任公司

业务员的职务便利，将收取客户的13万余元

货款占为己有。目前，沈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今年以来，东城警方破获多起职务侵

占案件，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涉案总金额达

200余万元，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企

业合法权益。         魏鸿亮

连云港徐圩新区信访局创建“人民满意窗口”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

徐圩新区信访局加强区、街道（农场）两级

联创，扎实推进“人民满意窗口”建设质量

提升工程。

  该局升级改造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增设

数字化多功能接待室、智能信访大数据中心、

执法记录仪和自助一体机，在来访群众休息

区配备纸笔、老花镜、应急医药箱等便民工

具，为群众提供办事指引、业务咨询等服务。

同时，按照“有场所、有人员、有制度、有台账”

的“四有”要求，指导街道（农场）设立专门的

接访中心，完善人员设施配备，最大限度满足

信访群众需求。

  选优配强信访工作队伍，加大业务集中

培训、基层跟班学习和“点对点”指导帮扶力

度，常态化开展“岗位之星”“优秀接访员”评

选活动，不断提高接访人员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水平。树立“微笑服务、温馨服务、诚信服

务、亲情服务”工作理念，坚持“一张笑脸相

迎、一杯热水暖心、一名专人接待”，真诚对待

每一位来访群众，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

走有送声”，让群众带着问题来、载着满意归。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

和效率，徐圩新区信访局以群众满意为目标，

深入推进信访满意度测评工作。同时，主动联

系信访群众，及时告知案件受理情况、办理进

展，开展信访事项回访工作，实现“案结事了、

事心双解”。          侍伟

启东检察筑牢未成年人禁毒禁烟防线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对一起未成年人贩卖“上头电子烟”案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

  据该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虽然犯罪嫌疑

人吴某已经构成贩卖毒品罪，但考虑到其尚

未成年，且是在校学生，犯罪主要原因在于法

律意识淡薄，系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偶犯。

经检委会讨论，最终，该院对吴某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并与其就读高中所在地检察机

关开展跨省协作异地帮教。

  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吴某父母

长期在外地务工，与其沟通联系较少，家庭教育

有所缺失。为此，该院向吴某父母发出督促监

护令，并委托社工在帮教过程中对监护人同步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吴某重塑亲子关系。

  针对个案中发现的问题，启东检察院在

全市81所中小学校周边开展电子烟专项清查

行动，发现部分商家通过实体店或网络渠道

向未成年人违规售卖电子烟。该院随即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校园周边电子烟销售法律监督

专项行动，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公益诉讼案

件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电子烟经营专

项检查，依法查处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的

违法行为。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快速部署专

项检查和整改行动，全力做好学生禁烟宣传

教育及监督工作。

  接下来，启东检察院将综合运用异地协作

帮教、家庭教育指导、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筑牢未成年人

禁毒禁烟防线。     朱风帆 杨海柳

  本报讯 近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

云南省聘任制公务员与昆明滇池国家旅游

度假区成功签订聘用合同。选聘工作邀请

行业内专家全程参与，度假区管委会产业

发展专员这一职位吸引省内外51名高层次

人才踊跃报名。经过严格的考试、考核、考察

等环节，1名具有过硬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

专业人才脱颖而出。今年以来，为吸引省内外

高层次专业人才创新创业 ，度假区围绕

“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创”主要产业发展

需求，坚持“人才是创新之核、发展之要、

强区之基”的理念，积极搭建引才聚才平台，

持续提升人才吸引力。

  近年来，盘龙区委统战部将人才工作纳

入统战工作，加强统战工作阵地建设，延伸工

作触角，先后在盘龙区电子商务创业园创建

云南省、昆明市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

基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首家党外知识

分子工作站及盘龙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工作站，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

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盘龙区加强智慧

人才云平台建设，建立人才驿站，深入实施

“人才之光”“盘龙英才”培育工程，开展“盘龙

最美创业人”创业大赛活动、“人才+营商环

境”提升行动。目前，全区人才贡献率达

30.85%，人才资源优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      曹霞 杨武

昆明两地凝心聚力构建人才工作新格局

呼玛县加强基层网格员队伍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呼玛县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基层网格员

队伍建设。该县在呼玛镇3个社区推行畅通

一条通道、运用一笔资金、确定一个身份的

“三个一”工作模式，将原有的88个网格整合

为45个，招聘7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39名

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担任专职网格员。同时，

加强网格员考核管理，制定《呼玛县网格员

考核办法》，实行“日汇报、月评比、季考核”

管理模式，由县综治中心对网格员进行综合

排名，对全年连续2次被评定为末位的网格员

予以辞退。           何旭

南岔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南

岔县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纠纷，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该县信

访局联合县委政法委，制定《南岔县涉法涉诉

信访事项诉讼与信访分离工作办法》，要求政

法机关积极配合信访部门，做好涉法涉诉信

访与普通信访分流工作，进一步提高信访案

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同时，详细记录已经通过

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

途径解决的初信初访事项，第一时间转交至

县委政法委，引导信访群众通过法定程序表

达诉求、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依靠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谢文婷  

安顺实现禁毒工作“五个新突破”

  本报讯 近年来，贵州省安顺市全力创

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实现禁毒工作“五个新

突破”。一是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

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配齐配强禁毒专职工

作人员，在加强组织保障上实现新突破。二是

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毒品预防

教育体系，在筑牢全民禁毒防线上实现新突

破。三是加强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心建设，

在构建全网络戒毒管控体系上实现新突破。

四是深入开展“净边”、禁毒“大扫除”专项行

动，在健全禁毒打防体系上实现新突破。五是

建设禁毒主题文化广场，创建国家级毒品预

防教育示范学校，在打造禁毒示范阵地上实

现新突破。           田雨

  谢某某、闫某某以“中华少年英才工
作委员会”的名义授权成立全国艺术特
长生认证委员会，非法开展全国艺术特
长生认证等级考试。根据(2020)苏1081刑
初43号判决书及(2022)苏10刑终33号刑事
裁定书的判决和裁定，公安机关将对社
会艺术水平认证证书的制证费用按46%
的比例进行发还。请相关被害人尽快将
本人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邮寄至江
苏省仪征市大庆北路89号仪征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进行权利登记。
  联系人：刘警官、潘警官
  联系电话：15252706408，微信同号。

仪征市公安局
2022年11月16日

关于谢某某等人诈骗案退赃的公告

邯郸市鹤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庄里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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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加坡：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与你、华农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冀0403民初4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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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红敏：本院受理张二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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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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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刘敬路：本院受理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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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21民初3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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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2年8月17日刊登的原告为李慧贤的公告中，被公告人“袁龙战”应
改为“袁龙站”。

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许文群、秦来意、武青、甄宗军、郝波波、宁加涛：本院受理谷传雷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2 2 )苏0 3 2 1民初27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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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群、秦来意、郝波波、蒲虹运：本院受理谷传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321民初2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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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进仁：本院受理渠红莲、渠敬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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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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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峰：本院受理刘洪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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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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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善忠：本院受理王科君与你建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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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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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泉：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2 )苏1 2 8 3民初37 9 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滨江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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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晶：本院受理王扬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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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军：本院受理张习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283民初
753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任辉：本院受理蒋锡坤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苏1283民
初7910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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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虹桥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苏忠禄：本院受理刘瑞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683民初2642号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
瑞英要求与被告苏忠禄离婚的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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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倪立保：本院受理李珍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于2022年11月10日向本院
申请撤诉，本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683民初245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李
珍龙撤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宋明曲：原告苏英与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川1002民初3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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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当日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黄拥军：原告钟尧春与你离婚纠纷一案(2022)川1002民初3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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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当日10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高玉明：原告四川金德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川
1002民初3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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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洪志：原告内江市全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2 )
川1002民初3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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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当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栗培奎：我院受理原告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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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你偿还原告借款33万元及利息
(以33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诉讼费由
你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时启新：我院受理原告孟聪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60000元及利息；2.诉
讼费、律师费由你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刘时国、王金玲：我院受理原告罗庄区晓辉养殖合作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你们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50000元；2.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0日至2020年8月20日按年利率24%支付
利息72360元；3.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至归还借款之日按一年LPR的4倍承担
违约责任支付利息；4.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费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淄博海森家居有限公司、韩峰：本院受理原告兰陵伟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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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1324民初9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淄博海森家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兰陵伟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款119884 .5元及相应利
息(按2022年1月份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款之日)；被告韩峰负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向城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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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
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阮氏良：原告邱恒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闽0481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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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
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曹燕辉：原告温桂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闽0481民初2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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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
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陶念念、张乐：原告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皖0504民初1947号民事判决书(陶念念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垫付款58770.66元及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其中以3790.03元基数自2018年4月25日起至款项
实际支付之日止，以54980 .63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
止)；张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陶念
念追偿。案件受理费1270元，公告费1100元，由陶念念、张乐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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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李勍：原告汤智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3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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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许鹏：原告陈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3.2万元；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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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8月30日受理了菊龙(天津)磨具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
失的票号31300051/5059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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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8日作出(2022)浙0282民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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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成江：原告王学一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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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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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长新能锅炉设备有限公司、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正平技术服务
事务所有限公司：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秀洲支公司与
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
判决不服，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8854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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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正平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南长新能锅炉设备有
限公司：原告嘉兴市富欣热电有限公司与你们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浙0402民初673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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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原告腾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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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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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艺：原告上海永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02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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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文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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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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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文亮 ：原告汪钢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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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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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会：原告吴亚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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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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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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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世纪母婴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嘉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诉你司广告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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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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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春友：原告叶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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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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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之勇：原告陈桂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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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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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润缘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嘉兴水果市场沃华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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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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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粤0606民催31号 申请人佛山市宏进投资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
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良红英支行空白支票共陆张( 支票号码：
314443042476835起至3140443042476840止；出票人：佛山市宏进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太仓市城厢镇神金水电安装服务部：本院受理张荣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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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
厢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友春：本院受理太仓市青太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分期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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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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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起诉你的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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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李敏超：本院受理太仓市城厢镇马红五金经营部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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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绍兴辛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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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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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刚：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585民初4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限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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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康：本院受理徐梦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585民初4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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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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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伟华、万琪：本院受理太仓市璜泾镇优路汽车修理经营部诉你们修理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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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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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沙
溪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唐旭：本院受理李莎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
法庭(五)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兰春梅与被申请人蓝敏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公告(2021)川0311民特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宣告蓝敏死亡。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淑芬与被申请人冯金贵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公告(2021)川0311民特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宣告冯金贵死亡。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范四新：本院受理陈敏、陈传海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一案，我院已委托周口众恒机
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了你名下车牌号为豫QP2109奥迪牌小型轿车，评估
价为人民币18.70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周众评字(2022)第091号车辆价值评估报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为送达，逾期依法拍卖该车辆。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昆山坤瑞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刘东华、彭小群：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佳永诺模具
厂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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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晨磊、唐国权：本院受理张家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及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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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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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西桥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花桥镇邱雨利蔬菜经营部与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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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西桥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花桥镇张龙水产经营部与你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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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简融(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峰置业(昆山)有限公司与你方房屋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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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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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晓龙：本院受理国峰置业(昆山)有限公司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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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窦怀纯：本院受理陈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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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严皓：本院受理陈培坤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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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兰陵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朱国雨：本院受理白春晟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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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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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齐凡：本院受理常州市艺缇传媒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5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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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芸倩：本院受理季兴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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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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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浪青：本院受理周菊萍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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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第二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春苗：本院受理吴远广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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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安国：本院受理江苏好美家豪门木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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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5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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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东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丽芳与你方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苏0583民初1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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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函艺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尔尚分公司、南通函艺建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吴艳玲：本院受理文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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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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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郁金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虹彩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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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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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卫华、蒋卫东：本院受理天宁区天宁隆斌材经营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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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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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可彦：本院受理章明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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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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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荣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徐大伟：本院受理杨勇与你们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41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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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10月26日刊登的原告为“昆山金恒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中，送达案号应更正为“(2022)苏0583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无锡大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丽华特种电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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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苏0402民初5718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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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连连升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九个物流有限公司与你方运输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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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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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谢烈：本院受理宗志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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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和义务书、五个严禁、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刘岩松：本院受理宗志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和义务书、五个严禁、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常州窕思建筑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林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武进区横林荣浩装饰材料经营部与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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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广西世纪佳作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王承香、江玉莲、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成
都祥盈元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宁区兰陵度华建材经营部与你们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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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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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王园园：本院受理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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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5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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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作文：本院受理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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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5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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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丽娟：本院受理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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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402民初5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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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能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袁仕文：本院受理丁飞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书、五个严禁、廉
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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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乾来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兴南与你方及常州万德酒业销售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411民初7986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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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仕格(苏州)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李国明与你合同纠纷一案[(2022)苏仲
裁字第0440号]，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仲裁字第0440号]裁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纪博超：本会受理的陈岚与你的代持股权合同争议仲裁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仲裁字第0921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
州市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台州众建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苏州金螳螂软装艺术有限公司
与你公司合同争议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914号]，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及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员选定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7日内。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环谷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苏州曜能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苏州环谷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603
号]，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汪萌之为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定
于2022年12月23日13时30分在本会C厅开庭。现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则依法裁决。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丽进恩新材料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州金巨源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
卖合同争议一案[(2022)苏仲裁字第0848号]，因无法直接向你公司送达，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等
相关材料。答辩期和仲裁员选定期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逾期未选仲裁员的，本案将
于2023年1月5日9时30分在本会第二仲裁厅开庭，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江苏佳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冉玉龙与被申请人江苏佳福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及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组庭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淮南市上窑建筑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淮南市上窑建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年【217】号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淮南鼎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企
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淮南鼎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年【219】号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淮南市中田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科
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淮南市中田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年【218】号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东莞市昊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与你方及安徽晶龙源光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组庭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永胜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淮南海特克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你们投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组庭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
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我公司(曾用名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清理应付账款时，发现部分单位无法取

得联系，或已取得联系但仍未前来办理清账手续。为使债权单位及时了解并行使权力，特发

此公告。请我公司债权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持有效证明文件，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并提

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及往来账款情况，如未能在截止时间前主动联系我公

司的，我公司将对其往来账款进行处理，逾期责任由债权单位自负。

  一、我公司联系方式：1.联系人：胡江鹏；2.联系电话：0912-8230829；3.邮箱：11625382@

ceic.com；4.地址：陕西省榆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业大道莱德大厦。

  二、无法取得联系的单位如下：1.陕西金宇源科技能源有限公司；2.包头市华诺能源有

限公司；3.鄂尔多斯市融科煤炭销售有限公司；4.府谷老高川乡字峁沟煤矿；5.神木县孙家岔

镇柳树峁老曹渠煤矿；6.榆林市波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7.陕西大唐能源有限责任公司；8.包

头市鹿源实业有限公司；9.榆林市铭泰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10.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1.西安康贝商贸有限公司；12.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13.神木市联鼎办公设备有

限公司；14.神木市鑫阳机电有限公司；15.泰兴市海晖实验设备有限公司；16.府谷县庙沟门镇

二道沟煤矿；17.神木县大塔煤矿；18.榆林市榆阳区民用办公家具批发；19.泰安泰山英吉利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20.北京东方瑞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1.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深圳翌日科技有限公司；23.北京中技迪奈科贸有限公司；24.北京富海通达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25.鄂尔多斯市垒鑫通甲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6.鄂尔多斯市神东天隆矿山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27.泰安市华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28.西安鼎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9.西安骊创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30.李海君。

国能榆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关于清理长期挂账债务的公告

  我公司(曾用名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煤矿分公司)在清理应付账款时，发现

部分单位无法取得联系，或已取得联系但仍未前来办理清账手续。为使债权单位及时了解并

行使权力，特发此公告。请我公司债权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持有效证明文件，15日内与我公

司联系，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及往来账款情况，如未能在截止时间前主动

联系我公司的，我公司将对其往来账款进行处理，逾期责任由债权单位自负。

  一、我公司联系方式：1.联系人：刘朗；2.联系电话：0912-8230045；3.邮箱：11625649@

ceic.com；4.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大昌汗镇石岩塔行政村。

  二、无法取得联系的单位如下：1.内蒙古科润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北京中科创达商贸有

限公司；3.北京力信德华科技有限公司；4.北京康迪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5.咸阳黄河轮胎橡

胶有限公司；6.天津贝克电气有限公司；7.太通建设有限公司；8.太重煤机有限公司；9.宁夏天地

重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0.安徽省宿州市恒泰矿山机械有限公司；11.平顶山中选自控系统有

限公司；12.无锡市华东电机厂；13.榆林市慧森园林绿化有限公司；14.河北圣业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15.河南省恒鼎矿山机械有限公司；16.浙江兴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17.神木市鑫邦矿山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18.西安欣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19.赤峰富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陕西宇田自

动化矿山技术有限公司；21.陕西德沃传动控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2.陕西昌烨矿山机电有限

公司；23.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24.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25.陕西神牛机械服

务有限公司。

国能榆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煤矿分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关于清理长期挂账债务的公告

  我公司(曾用名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青龙寺煤矿分公司)在清理应付账款时，发

现部分单位无法取得联系，或已取得联系但仍未前来办理清账手续。为使债权单位及时了

解并行使权力，特发此公告。请我公司债权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持有效证明文件，15日内

与我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及往来账款情况，如未能在截止时

间前主动联系我公司的，我公司将对其往来账款进行处理，逾期责任由债权单位自负。

  一、我公司联系方式：1.联系人：李芹；2.联系电话：0912-8230559；3.邮箱：11625028@

ceic.com；4.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老高川镇枇杷沟行政村庙湾自然村。

  二、无法取得联系的单位如下：1.德力西集团宁夏工业电气有限公司；2.安徽欧动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3.河北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江苏增强布业有限

公司；6.神木市川龙美食城；7.神木县乔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8.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国能榆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青龙寺煤矿分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关于清理长期挂账债务的公告

人民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