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5.12
CONSUMPTION DAILY

公 益A4 法院公告栏
陈国军:本院受理(2021)苏 0903民初 6080号
原告顾国和诉你与管志华、张发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903 民初 608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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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李勇、濮阳市精诚建设有限公司、新蔡县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尹国胜、张国华、
赵东海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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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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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砖店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贺得允：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学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豫
1424民初 16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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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业艳:本院受理原告白昆与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424
民初 16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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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林：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与母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人员组
成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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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2
年7月19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兵、李桂花: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王兵、李桂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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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 09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明杰：本院受理的曹兰宝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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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换程序裁
定书。曹兰宝要求你偿还借款 20000 元及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2年 6月
29日上午 8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倪明：本院受理的程果诉你（民间借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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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换程序裁定
书。程果要求你偿还借款 105100 元及利
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2年 6月 29
日上午 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胡 元 辉 （ 身 份 证 号 ：
512927197507152672）：本院受理原告黎
夏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川 1381民初 4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院判决,可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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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黎 秀 林 （ 身 份 证 号 ：
512930197112195924）：本院受理原告王
昌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川
1381 民初 7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院判决,可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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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陈生清：本院受理余海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薛明祥：本院受理毛雪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严亮、范明丰、魏兵兵、韩绪波：本院受理原
告福建省方信展示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们及
刘荣、第三人范家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1119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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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淮安食禾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陈广诉你及黄建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依法判决。上诉人黄建刚就
（2021）苏0812民初1328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大冲村6组30号陈定
云(公民身份号码 512222197102177273):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大冲村6组30号刘海
英(公民身份号码 512222197911195383):
本院受理原告杨发琼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支付货款158790元;本案诉讼费由
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开
庭时止。本案定于 2022年 6月 30日上午 10
时 30分在开州区人民法院临江人民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更正：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
10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陈春宇”公告中，原

“本案定于2022年6月23日9时30分在重庆
市开州区临江人民法庭开庭”更正为“本案
定于 2022年 6月 30日 9时 30分在重庆市开
州区临江人民法庭开庭”。
博爱县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
行申请执行人河南博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豫 0822执恢 87号执行裁定书及拍卖
公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
博爱县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
行申请执行人河南博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与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豫
0822执恢86号执行裁定书及拍卖公告。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6月13日10时
至 2022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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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被执行人博爱县金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土地(证号:
博国用(2009)第025号)、房屋(房产证号:博放
权证博字第201300465号) (包含该房加盖第
4层无证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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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3日10时
至 2022年 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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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被执行人博爱县金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博爱县清化
镇团结路南段 1号的土地、房产及地面附属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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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5月27日10时
至2022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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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通许县迎宾大道御花园9幢4单元3层301
号房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特此公
告。
河北保利热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年产35万
米热力管道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及公参意见表网络链接：邮
箱 ：HPview2@163.com；密 码 ：Hp159263。
二、纸质报告书获取方式：联系建设单位相关
人员获取。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在上
述邮箱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提交
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河北保利热力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人：赵影超。联系方式：
13785667755。地址：廊坊市大城县臧屯乡王
纪庄村。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04月29日至2022年05月16日。

天津渤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接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5月19日上午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
cn）对“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千间六段1-503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拍卖标的已于
2022年 4月 28日至 2022年 5月 13日在天津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公开挂牌。在挂牌期
间内，竞买人须按照产权交易的有关规定到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受让登记手
续，同时与我公司联系咨询并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拍卖咨询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 5月 18日止（节假日除外）。咨询登
记地点：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88号。咨询
电话：18602267771。

天津渤海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2日

遗 失 声 明
工行呼和浩特市金桥支行开立的基本户户
名:内蒙古合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1910017226602 查询密码单丢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