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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B4 法院公告栏
候文远：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27 号原告伏心兰与被告侯文远“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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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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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期限届满，三日后在通江县人民法
院沙溪法庭开庭。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中建国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国能建设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利
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的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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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艾书龙：本院受理原告胡严严诉你抚养费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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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试量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
郭强：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53
号原告王本如与被告郭强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决郭强支付劳务费
10650 元及利息；二、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
1500元。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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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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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2021年12月2日15时00分在安岳县
人民法院龙台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
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明晓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54号原告黄东霞与被告明晓华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判决原、被告离婚；二、
婚生次女明宇随原告生活，被告每月给付抚
养费 2000元至独立生活为止；三、判决被告
一次性向原告支付经济帮助费 80000 元。
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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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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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1年
12月 2日 9时 00分在安岳县人民法院龙台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吴红梅：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49号原告文传明与被告吴红梅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判决原、被告离婚；二、
婚生子女文松、文研随原告生活，被告一次
性支付抚养费 117000 元。因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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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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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本案于 2021年 11月 30日 15
时 00分在安岳县人民法院龙台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安厚：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523
号原告李明珍与被告安厚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一、判决原、被告离婚；二、婚生女安
睿随原告生活，原告支付相应抚养费。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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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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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1日 15时 00分在安岳县人民法院龙台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王洪春：本院受理的（2021）川 2021 民初
4151号原告张艳与被告王洪春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决原、被告离婚；二、婚
生子王涛随被告生活。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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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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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 15 时 00
分在安岳县人民法院龙台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袁鸿城：本院已受理原告邓应智诉你、德江
县黔北鸿泰养殖专业合作社、夏天海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
审判组织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下午15：00分在德江
县人民法院高清 4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曹国山：本院受理吴善良诉曹国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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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 00分在本院亚东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伟新、尚金波、朱业刚、王金国、张伟东、尚
金华、曹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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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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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本院亚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张光辉、贵州贵安新区志诚园林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飞全诉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鲁贡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
杜 惠 蓉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381196912080027）：本 院 受 理 的
（2021）川1381民初1712号原告苏定根与被
告杜惠蓉、第三人阆中宏志实业有限公司债
权人代位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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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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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饶 海 燕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1381198611195284）：本院受理（2021）
川1381民初5798号原告曹静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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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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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水观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李红龙：本院受理原告开封市振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0221民初 16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我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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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更正：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
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朱明珍公告中，原“定
于 2021年 8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三
号庭开庭审理”应为“定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三号庭开庭审理”。
特此更正。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26日 10时（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
博爱县中山路 23 号鼎基世纪广场 4 号楼 B
区 二 层 D1052A、D1055、D1056、D1057、
D1058、D1059、D1060、D1081A、D1081B、
D2003- 1、D2005、D2006、D2007、D2008、
D2009、D2010、D2011、D2012、D2013、
D2013- 1、D2015、D2016、D2017、D2018、
D2019、D2020、D2020- 1、D2021、D2022、
D2025、D2031房产。标的物详情请登陆博
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
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院将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卖。了解
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
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至2021年10月26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
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博爱
县清化镇中山路（西段）23号鼎基世纪广场3
号楼B区四层大厅、五层大厅房产。标的物
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院
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
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
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至2021年10月26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
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博爱
县中山路 23 号鼎基世纪广场 3 号楼 B 区
C2005、 C2006、 C2007、 C2008、 C2009、
C2010、C2011、C2012、C2013、C2013- 1 房
产。标的物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
若流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
次拍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
卖）时间及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26日 10时（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
博爱县中山路 23 号鼎基世纪广场 3 号楼 B
区一层大厅、二层大厅房产。标的物详情请
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院将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
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
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