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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A4 法院公告栏
河南省方城县杨集乡五里庄村六里庄 113
号倪德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志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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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梁海、刘素琴、王国新、杨素枝：本院受理原
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喀喇沁支行
与被告梁海、刘素琴、王国新、杨素枝、冷镔
缤、姜学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428民初
7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牛家营子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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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方磊：本院受理原告李春峰诉你（2021）内
0428 民初 2561 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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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自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牛
家营子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2020）川 0725 民特 8 号罗光田
申请宣告罗鑫云死亡一案，本院于2020年8
月 12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满后，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作出（2020）川 0725 民特 8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罗鑫云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刘继勇：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伟与被告刘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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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继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伟偿还借款19200
元；二、驳回原告王伟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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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李海仲：本院受理原告袁文海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冀 0423 民初 286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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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王泽宣、乔海芳：本院受理原告聂雨峰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23民初 28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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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伏忠明：本院受理原告向琼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2021)川 1921民初 3157号]，因你外出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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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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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1年
12月8日（星期三）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袁明秀：本院受理杜康与袁明秀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 0102 民初 16135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取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舒城流速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舒城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舒城县人民法院杭埠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邢振权、王凤敏：本院受理原告梨树县小宽
镇普惠农村资金互助社诉被告邢振权、王凤
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吉 0322 民初
11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来本院民事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
仲洪涛、臧明珠：本院受理原告梨树县小宽
镇普惠农村资金互助社诉被告仲洪涛、臧明
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吉 0322 民初
11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来本院民事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
孔祥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 1424
民初 39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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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安龙县艾米的窝宠物店、翁锦盛：本院受理
刘成宾与安龙县艾米的窝宠物店、翁锦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黔 2328 民
初 384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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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蔡品亮、六盘水燕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周洪与蔡品亮、六盘水燕鸿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
黔2328民初389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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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李明财、王体美：本院受理易化相与李明财、
王体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
2328 民初 786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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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张体国：本院受理原告安龙县叶永奇建材经
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8 民初
10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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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黔西南州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邯郸市正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刘俊华诉你公司、王华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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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潘兴亮：本院受理张顺珍与潘兴亮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程序通知书、法律监督卡及开庭传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30日，定于 2021年 12月
14日14：30在本院谷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杨昌兰：本院受理田阳生与杨昌兰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程序通知书、法律监督卡及开庭传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30日，定于 2021年 12月
14日 9：00在本院谷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胡建广：本院受理原告胡省廷、张凤芹诉你
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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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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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法院
张雪琦：本院受理原告曹海阔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寿西湖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胡守刚、陈明中：本院受理原告陈福宽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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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 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寿西湖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翟振海：本院受理原告张标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由于无法向你方送
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 1282 民初 35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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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马忠浩：本院受理原告李素容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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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 12月
14日9时在本院复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