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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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和臣、高利文：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高强、宋万平、张永恒、徐
和军、徐和臣、高立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内 0783 民初 167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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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耿丽娟：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耿立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内 0783 民初 2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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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张延辉、赵兴海、秦大民：本院受理原告扎兰
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刘胜尧、桑
国昌、马玉清、苏忠明、陶庆胜、刘俊东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167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凤祥：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与于游海、刘凤权、王兆江、赵洪
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民初 16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马艳东、王刚：本院受理原告扎兰屯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王建、李生全、王玉
成、马延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783
民初 16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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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承文涛：本院受理原告韦望诉你修理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 1623 民初 269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唐秋玲：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居然之家家居
建材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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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谭吉（谭杰）：本院受理原告王为车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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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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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永杰、陈继军：本院受理的任会强申请执
行潘永杰、陈继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裁定书（冻结、扣
划财产）、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
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于本公
告期满三日内履行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
民法院（2017）豫1003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对已查封被执行人潘永杰名下位于长葛市
葛源路建业桂园 7 号楼 2 单元 4 层东户房
产; 陈继军名下位于长葛市葛源路建业桂园
7号楼2单元4层西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或
变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
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
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
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宋月梅、孟楠弘树：本院受理原告孙利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陕 0102 民
初 7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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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马秀文：本院受理原告王洪雷诉你、马存生、
李风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
告马存生、李风云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孙富贵、孙加春：徐学美与你们、徐学和、丁
翠凤、徐学锦、徐学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903 民撤 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雷本海：本院受理原告易金亮诉被告雷本海
（2021）黔2731民初2100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如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田茂林：本院受理邓明元、安龙县大理石瓷
砖店与田茂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 2328民初 2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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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祥洪：本院受理王红林与李祥洪离婚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黔2328民初1445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刘凡文：原告泸州互帮食品配送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502民初1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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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
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李心兵：本院受理的(2021)川1921民初2552
号原告李刚林诉被告李心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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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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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刚（公 民 身 份 证 号 4228021992****
441X）:本院受理原告田晓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 2802 民初 2767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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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2月2日10时
至2021年12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通
许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开封市永岭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通许
县行政路与工业大道交叉口西南角“卢浮公
馆”在建工程及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特此公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徐州八友工贸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公告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作出（2021）苏 0305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胡彦博对徐州八友工贸有限
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1年 10月 25
日作出（2021）苏 0305强清1号《决定书》，成
立徐州八友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现就强
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徐州八友工贸有
限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
组（地址：徐州市软件园路 6号徐州软件园
11 号楼 201-1 室，联系人：张淑侠，电话：
18905200805）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说
明债权人姓名或名称、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的，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徐州八友工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逾期清偿
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法律措施追收。
三、徐州八友工贸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
（包括股东、法定代表人及相关经营管理人
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其管理和占有
的财产、印章及账簿、账册、证照、文书等全
部资料。清算义务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
清算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徐州八友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