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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金秀：本院受理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 闽 0602 民初 321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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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叶作渊： 本院受理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闽 0602 民初 321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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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连辉：本院受理陈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
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徐高献： 本院受理漳州嘉和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廖志远、黄贵乡：本院受理王文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詹美如：本院受理陈丽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建瓯市民丰粮油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柳齐询、柳
丽珍诉你、潘启罗、王雪英、潘建华、潘建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德生、张火标、张扬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扬超、张德生、张火标：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张火标、张德生、张扬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建瓯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邱金桂、建瓯市荣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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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汝明水、林建春：本院受理徐天荣诉谢财生、汝明水及第
三人林建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保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柯丽平：本院受理福建丰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闽 0602 民
初 72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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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柯丽平： 本院受理黄跃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闽 0602 民初 56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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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赵丽岩：本院受理何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内 0722 民初 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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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郎俊生、孙海江：本院受理莫旗金瑞典当有限公司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内
0722 民初 2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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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郎俊生：本院受理门银娜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内 0722 民初 2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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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尹诚：本院受理邱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学优：本院受理刘庆洪诉你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送达（2015）芗民初字第 57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蒋亿琪：本院受理林至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送达（2016）闽 0602 民初字 9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方瑞建、武玉森、江兆礼：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苗德合、武传学、武善祥：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3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牛富义、周怀利：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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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诸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牛富义、牛富喜：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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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1: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诸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王世高、徐连国、于松宝：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杨德来、庞传永、方玉俭：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3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周卫明、周瑞泉：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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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诸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李建全、李绍军、陈允江：本院受理山东沂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30（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陈钰、洪两旺：本院受理童福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闽 0212 民初 2224 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办案监督卡、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新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康溪树、陈美珠：本院受理王天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廖志远、黄贵乡：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高容、南靖县炎金畜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6 ）闽

0602 民初 5510 号漳州市芗城区信康达兽药店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芝山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炳强、陈细珠：本院受理漳州市金福记珠宝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闽 0602 民初字 3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漳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跃松、叶井红：本院受理郭明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盐城市东茂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盐城市盐都区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臧正中：本院受理路爱民诉你、周立、江苏维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无锡大诚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
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栾林涛：本院受理宋玉周诉你、杨玉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 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李纪峰：本院受理赵光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杨保中：本院受理遂平县中鼎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车站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牡丹江前程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张志军：本院受理
献县天瑞建筑工程设备材料销售中心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湖北君灵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献县红喜建筑器

材租赁站诉你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河北广厦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杨冰诉
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数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安徽宏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安徽省
吉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诉你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十三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黄山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继权、章
蕊璇、章蕊卉、查志宏、黄山挪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申请撤销
仲裁裁决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蔡李蓉、谢象步：本院受理王淑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审判庭
成员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雅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 14 ：10 在本院雅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程旺娣：本院受理柯细建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罗家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何业泉：本院受理周春荣诉你民间借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曲阳恒茂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曲阳县新世纪加油站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曲民初字第
176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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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
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河北陆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书贵诉你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冀0532 民初 27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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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邢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陈云娟、欧根宝、姚宇明、芜湖锭鼎机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鲍家兰、窦君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3 ）芜中民二初字第 003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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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生效。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晨光：本院受理遂平恒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遂民金初字
第 000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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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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