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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A4 法院公告栏
孙立龙：本院受理原告管福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0422民初2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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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赵传柱：本院受理原告管福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0422民初2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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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胡绪杰：本院受理原告刘林波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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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磁山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张健：本院受理原告苗红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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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磁山人
民法庭公开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李东：本院受理原告王向阳诉你同居关系子
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1623民初4062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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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王烁：本院受理原告王成诉你婚约财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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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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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刘清国：本院受理原告曹梦平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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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张志强：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1673号原告廖兴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史翠英：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1232 号原告李仕果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屈忠、史翠英：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民
初 1241号原告张弟光、李方太、张海萍与你
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罗昌学：本院受理原告张光兵与被告罗昌
学、曾亚光、曾华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喻三妮：本院受理的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与胡士营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1625民初8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618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和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
刘殿吉、钱万发、于艳刚、刘海、金树山、刘殿
举、钱文柱、金明全、马玉龙：本院受理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岔河信用社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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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三岔河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孔贵林：本院受理原告杜秀珍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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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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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节假日顺延）在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楠木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黄斌、梁正蓉、段毅：本院受理原告四川南部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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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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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10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四川省南
部县人民法院楠木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刘坤鹏：本院受理原告刘乾德诉刘坤鹏、姚
正鑫、吴政凯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7
民初 13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册亨县人民法院丫他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则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王应萍：本院受理原告杨再必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7民初9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册亨县人民法院丫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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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杨文海：本院受理原告王昌芬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 2327 民初 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册亨县人民法院丫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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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
马威：本院受理原告籍向波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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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何春福：本院受理魏晓飞诉石玉来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因你作为本案第三人，需参
加诉讼，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
送达。答辩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头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张雷、郭海燕、西安新瑞锋汽车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丰县博尔登运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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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
节假日顺延)在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金融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辽宁特勒商贸有限公司、张家铭：本院受理
原告北票市台吉鑫森源铝塑门窗厂诉你们建
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辽1381民初2121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2021年11月17日9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董有仁：本院受理的李秀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作出（2021）冀0723民初465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院
胜智（昆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郭德来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23民初 3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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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李陈、李社的：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分公司诉你为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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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熊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博诉你债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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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风险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