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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B4

工矿企业、乡镇环境治理；荒山、边坡治理；化工产品、矿物质废物治
理；金属矿物质、废旧机械设备废物治理；非金属矿物质治理；水污染治
理；其他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制造企业废气污染治理；工矿工地粉
尘污染治理；矿产品、机械设备、工矿配件、环境监测设备、环保工程设备
的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荒山开发；果木、
蔬菜、花卉、中草药的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请/爱/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云南红苗环境治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栏
王瑞澎：本院受理原告王智暄诉你继承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81民初 1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胜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
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包双论、张代小与你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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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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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
月 7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叶晓聪：本院受理原告可妍与被告叶晓聪合
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李俊健：本院受理原告可妍与被告李俊健合
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辜国松、崔素英：本院受理马学军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729民
初 379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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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周峰、赵翠红：本院受理刘洪军、朱树英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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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1）豫1729
民初 36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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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翟羽飞：本院受理肖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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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1729民初366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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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
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郭娜娜：本院受理辜小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1729民初3433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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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陈兵：本院已依法审结原告德江县德鑫五金
家装工矿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21 年 9 月 13 日依法作出(2021)黔 0626 民
初 1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由被
告陈兵在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德
江县德鑫五金家装工矿经营部货款人民币
23500 元。案件受理费 388 元，公告费 200
元，共计人民币 588元由被告陈兵承担。”因
无法向你直接或邮寄送达该判决书，现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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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
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成都中昇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熊天云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在合江县人民法院九支法庭开庭审理
届时未到，逾期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朱东风、张玉杰、朱保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鹿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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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1628民初3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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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季小兵、王爱枝：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鹿邑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张雪超、
季东梅、季德昌、马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豫1628民初2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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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金家镇柴家沟村6组31号居
民 刘 林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922198807016593）：本院受理（2021）
川0922民初1307号许梅琪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原告许梅琪与被告刘林离婚；2、婚生
女刘欣、子刘文跃由被告刘林抚养，在刘林
下落不明期间，由刘林的母亲林玉秀代养，
由原告许梅琪从 2021 年 9 月起，于每月 25
日前向被告刘林支付其子女抚养费每人每
月各 800元，直至婚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为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万林乡书房咀村9组17号居
民 于 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922199506285102）：本院受理（2021）
川0922民初1243号王磊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不
准原告王磊与被告于米离婚。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张伦：本院受理原告张水艳与被告张伦离婚
纠纷一案（2021）川2021民初465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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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驯龙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吕战恒：本院受理原告朱志超诉你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0223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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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宋兴年、李林香、宋飞飞、常慧、西安中新荣
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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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管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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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霞、温伟、王关根、姬五财、王源泰、陆伟
兵、西安市投资公司、王关明、吴涛、郭祖刚：
本院受理原告西安国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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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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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甲子、李丹萍：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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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帝华商贸有限公司、承德常赢商贸有限
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昌农商贸有限公司、
王桂杰、赵艳秋、王磊、殷明红：本院受理原
告河北丰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
文书，经公告之日起经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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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9时在本院土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黄进：本院受理原告刘传仕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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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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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
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期顺延)在本
院普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郑绍猛：本院受理原告郑绍统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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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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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期顺延)在本院
普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冯淑月：本院受理原告张冬冬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