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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警告应该会奏效!

让人心酸的道别!

艺 术
!

贺小波

黄局长的父亲要过八十大

寿! 黄局长决定为老爷子办个体

面的寿宴"

黄局长的父亲中年得子!之

前生的都是女孩! 为了供黄局长

读书! 家境贫寒的老爷子尝尽心

酸吃遍苦"黄局长是孝子!眼见父

亲垂垂老矣! 总想抓住一切机会

尽孝心"考虑到最近反#四风$风

声很紧!黄局长怕被人说闲话!便

提早放出风! 说来吃寿宴的谁也

不准随礼!否则必挨处分%

黄局长有要求! 下属们便不

敢妄动! 只有单位人事科科长老

刘满不在乎" 他老婆劝他说&#风

头上呢!你还是收敛一下吧'$

老刘胸有成竹地安慰她&#放

心!我有数%$说完还感叹了一声!

#再不套套近乎!我那个副局长的

位置啥时才有希望! 张副局长快

到年龄了!好些个人盯着呢%这礼

一定要送!但要送得艺术%$他老

婆仍不放心!#说什么艺术! 就是

不能太明目张胆%你真有把握吗(

送的东西既要贵重又不能让人抓

住把柄!我是想不出%$

老刘笑而不答! 转身去实施

自己的计划了%

一个月后!捷报传入家中!老

刘被推荐为副局长候选人! 组织

部门已来考察! 只等程序走完便

可上任%

老刘的老婆大喜! 特意做了

几个拿手好菜以示庆贺%

酒刚满上! 忍了许久的问题

便来了!#老公!快说说!你给局长

送的啥($

老刘喝了一口酒! 清了一下

嗓子! 故意卖关子说&#局长老爷

子过的是多大年龄的生日($

#八十岁呀!你是真不知道假

不知道($

#是不是离去那边不远了($

#你说啥呢!小心让局长听见

撸了你'$

老刘笑得更欢了 !#现在反

)四风*厉害着呢!要是送一般性

的东西! 黄局长肯定不敢收!于

是! 我就给他老爷子订做了一副

楠木棺材+$

,天哪!亏你想得出'$

,你懂啥!在这个时候给他送

-官.送-财.!他能不高兴吗(何况

农村有个习俗! 老人提前打好棺

材放在家里可以为自己增寿+当

然!更重要的是!不知道的人还以

为我咒他们呢!这就是艺术'$

零碎乐趣

在公交车上被动,偷听$有

时还能长学问+一位像是超市职

工的大姐向同伴抱怨上司&,她

竟然说-你的所作所为/0.!我

一听就不乐意了'什么叫1所作

所为.呀('$我这个做编辑的一

琢磨!,所作所为$还真的是个贬

义词!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也是在公交车上%爷&,你

中午在幼儿园吃肉了吗($孙&

,吃了%$爷&,什么肉($孙&,您

猜%$爷爷列举了猪肉 2牛肉 2

羊肉!甚至是驴肉2狗肉!孙子

都说不对 %爷爷没办法 %孙子

公布了正确答案&排骨%

在大城市生活! 很容易就

会觉得了无生趣%先说交通%最

有时间保障的是地铁% 但地铁

沿途除了广告牌! 毫无风景可

看!坐久了感觉自己像只鼹鼠%

公交车则是太不准时! 尤其是

需要换乘的时候% 比如我从家

到单位!先坐特
!

!再换
"#$

%,人

品大爆发$时!这两趟车都不必

久等!但这样的时候极少3因为

我人品不够好4%最经常的情况

是!久等其中一趟&不是特
!

迟

迟不来!就是
%&$

久候不至%当

然还有最糟糕的时候& 这两趟

车都像坏脾气的恋人!急死你'

好不容易到了单位!心情

也好不到哪里去!光抬头看看

这雾霾天! 就够你抑郁的了%

,好想出去度个长假$! 于是!

,带薪休假$ 的呼吁一年强似

一年%我当然也想休假 !但我

对于休假的效果却是很悲观%

由于太渴望休假!于是休假的

,任务$就很重&在有限的假期

内!它必须完成无限的放松身

心的目的%世上哪有如此沉重

的休假(

所以 !还是 ,为自己开辟

一个懒洋洋的小角落$! 寻找

一点零碎乐趣! 比较切实%像

陆谷孙老先生在阳台养几只

蝈蝈!像我在公交车上,偷听$

一点趣闻 %到了办公室 !有空

可以整理一下抽屉!也许还能

发现几封多年前的女读者来

信% 还可以偷闲看几页闲书%

看到,世上有两种清洗方法可

以有效减轻性压力&第一种是

冷水浴!第二种是鸳鸯浴$!也

许会有点小快乐吧(也可以给

案头清供浇点水!给金鱼换上

新的水草%最找不到零碎乐趣

的是手机和电脑%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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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里!张山号称第一支笔%

虽然很得局长的赏识! 可写

材料这活!太过辛苦!张山也想换

个岗位% 可张山每次跟局长提出

来! 局长都很无奈地跟张山说&

,不是我不想让你换岗位!实在是

找不出什么人能接替你% 要不你

抓紧培养一个出来! 只要你培养

出一个高水平的接班人出来!我

立马随了你的愿%$

如今的年轻人! 虽然基础不

错!可谁愿意陪着张山熬夜加班(

即便有肯上进的! 锻炼成熟手也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张山一

直培养不出让局长满意的接班

人! 只得继续整天趴在电脑跟前

加班加点% 如今! 四十不到的年

纪!张山要是跟人说自己五十了!

人家立马会说&不像2不像!顶多

四十五%

前不久!单位又换了局长%新

局长上任! 自然会找各级干部职

工谈话交心了解情况! 听听大家

有什么个人想法%轮到张山!他心

想这可是申请调职的机会! 便向

新局长提出交流换岗的要求%不

料! 张山文笔好材料写得棒这件

事早已是,墙内开花!墙内墙外一

般香$%人才难得!新局长自然不

会轻易答应张山的要求%

被如此重用!张山很苦恼%

不久前的一天! 张山出门偶

遇朋友李斯% 两人虽然都工作生

活在同一个小城里! 但见面的机

会并不太多! 便相约一起喝酒叙

旧%酒桌上!张山情绪低落!一边

喝酒一边叹气! 借酒浇愁并向李

斯倾诉苦衷%

李斯一听便笑了! 不屑一顾

地说&,这点小事! 你也犯得着如

此烦恼%我有个法子!保管让你们

局长主动让你换岗交流%$

张山眼睛一亮! 立马精神焕

发!,你快说!什么法子($

李斯没有立即回答! 只顾探

问张山的真心 !,你可要想清楚

了!真的不想再写材料了($

张山的回答掷地有声!,谁想

写谁是孙子%$

李斯这才若有所思地说&,你

们单位的事我也知道一些! 好像

这之前的两任局长结果都不是太

好!是吗($

张山点点头!,不错! 前任万

局长为老爷子做寿!大操大办被人

拍照发到网上曝了光!局长便给撤

了%再前任是范局长!贪污受贿被

人举报!最后被法院判了七年%$

李斯会心一笑!,你先后为两

任局长写材料! 结果两任局长的

帽子都掉了%嘿嘿!别说!你还真

有本事%$

张山紧张起来!,我叫你一声

亲哥!这玩笑可开不得%$

李斯也正色道!,我没开玩笑

啊'我说的都是事实!你只要将我

上面这句话传出去!我保证!要不

了多久! 你们局长立马给你交流

换岗%$

张山看着李斯 !,就这么简

单($

李斯胸有成竹 !,没用你找

我!我请你吃大餐%要是有用!你

得请我吃大餐%$

几天后! 局里开始流传起一

种说法&张山这人命太硬!说是材

料写得好! 却把两任局长都给写

没了%紧接着!说法越传越邪&事

不过三!张山要是继续写下去!新

局长也很危险%

又过了几天! 新局长突然找

张山谈话! 说局党组考虑到张山

在秘书科工作时间太长! 为了顺

应多岗位培养锻炼干部的组织要

求! 决定将张山交流调整到其他

岗位!并且提升半级%张山不动声

色!下班后乐滋滋地约李斯去了%

风 波
!

石敦奇

多年来!我家一直过着风

平浪静的日子 %然而 !自从半

年前我因胃病复发住了一次

院!家里就时常不太平 !夫妻

俩总是争个没完%

入院那天!我这个清水衙

门的局长刚办完手续进入病

房! 某要害部门的张局长也因

为胃病发作住到同一病室来

了%张局长前脚进院!探望他的

各色人等后脚就跟来! 络绎不

绝% 张局长病床前很快摆满礼

物! 从高档营养补品到农村土

特产品应有尽有!鲜花2慰问信

不计其数! 还有很多虽暗暗送

出明眼人却都能看到的红包%

本来也没什么! 但有彼处

的热闹存在! 我这边的冷清就

格外突显出来! 只有老伴陪伴

在侧!自家儿女送来开水2粥汤2

换洗衣物%对此!我抱着一颗平

常心! 不会妒恨别人也不会自

觉委屈!老伴却感到十分尴尬2

委屈!甚至觉得没脸见人%

照顾到我的病情!老伴一

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等我病

愈回家! 她才把火释放出来!

,瞧你这个局长当得多窝囊 !

生病住院十多天!没有一个人

到医院看你!更不用说送这送

那了% 你再瞧瞧人家张局长!

和你相比真是两个社会两重

天!你居然能若无其事 '什么

全心全意! 什么两袖清风!什

么一尘不染! 什么廉洁奉公!

你就用这些陈词滥调把同事

和亲朋都得罪完了50$

,那些怎么是陈词滥调 !

我又怎么把同事和亲朋都得

罪了($ 我据理力争!,胃病一

复发!我就向局里同志作了特

别交代 &一要千万保密 !谁也

不许在外说我生病了6二是住

院期间谁也不许前往探望6三

是不许以任何形式赠送任何

慰问品 +违反这三条 !轻则准

备接受处分!重则准备砸自己

的饭碗! 当然无人敢违令+还

有55$我的解释很快被老伴

更高的责难声打断了+老伴气

不顺 !时不时要发泄 !我怎么

可能有太平日子过+

我家鸡飞狗跳!同在一个

单元的张局长家却是另一番

天地 +张局长出院后 !仍有人

提着大包小包到他家登门探

望!迎来送往的欢笑声不时回

荡在楼道里+直到上个月初的

一天!一辆警车突然停在张局

长家门口!车身上的,检察$二

字格外醒目+张局长被,请$上

车!一去不回 !前几天听说他

已被立案查办+

平静祥和的生活终于又

回来了+

好 人
!

宋长万

某乡农经站站长晓斌 !五

十出头! 从小受传统文化影响

较深! 一直恪守着 ,好人有好

报$的世俗观念!为人诚实2乐

于助人! 是大家公认的 ,大好

人$+

农经站工作人员小菲 !三

十多岁!结婚成家后住在农村!

日思夜想在县城购房过体面生

活!可手头拮据!资金方面总是

有缺口+

'(()

年! 小菲掂量来掂量

去!买一套住房钱够了!可装修

的钱还没有着落+不能再等了!

冬季住上集体供暖房多惬意

呀+于是找到上司晓斌&,站长!

您是好人!帮我一下呗'$

,啥事儿!能帮我肯定帮+$

,还不是城里买房的事!东

拼西凑还差三万元装修款 +冬

季快到了!迫在眉睫呀'$

,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家里

事多!还有欠款没还!帮这个忙

还真挺难55$

,站上不是保管着十多个

村的钱吗!二十几万呢!可否借

用一下($

,这不太好吧' 那是公款!

要犯错误的+$

,都说您是大好人!有贫即

扶2见难就帮!做的都是行善积

德的好事!谁会说您犯错+$

晓斌转念一想&也是!这笔

钱借给同事!又不是不还!扶危

济困有什么不对+退一步说!就

是因此犯点儿错误也值! 毕竟

是助人为乐! 钱又没进自己腰

包!还能怎么样+于是!三万公

款转给小菲! 被用来装修她在

城里新买的住房+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

次!得知公款可以外借!单位领

导2退休的老同事2其他站的哥

们儿都找上门来!看病2买车搞

运输2 儿女婚嫁等大事都需要

支持!晓斌也乐此不疲&反正口

子已经开了!君子成人之美!别

的不图就图个好报呗'

没过多久 ! ,好报 $ 光顾

了788反贪局来农经站查账 !

发现漏洞挺多! 借出去的款很

多都没还上!奇在账面整齐!笔

笔有踪%因为晓斌始终相信&没

有必要做假账! 自己是在做好

事% 直到进了检察院! 他还在

想&急人之难!怎么会受罚%

晓斌想错了! 他被送进看

守所!然后移送起诉!最终被法

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

晓斌想不通! 自己明明是

一片好心%他提出上诉!希望二

审法院还其清白%

二审法院一纸裁定& 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入狱服刑!埋头

学法!晓斌终于幡然醒悟&无原

则地当,好人$是不会有好报的%

签名档

"

上小学的时候 "梦

想成为世界首富! 上初中

了感觉有点压力" 中国首

富也行!再大一点"觉得还

是有困难"就本省首富吧!

现在看来" 房子首付才是

正事!

"

想过上猪八戒的生

活"却只有沙僧的本事"担

着孙悟空的压力" 还要听

着唐僧的唠叨!

"

每当想偷懒松懈的

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比我

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 "那

我努力还有什么用$

"

最近很开心" 老婆

换果
*

了% 丈母娘笑呵呵

接过她退下来的果
!

"我

赶紧把诺基亚扔了" 双手

接过丈母娘的果
&

! 我也

是用苹果的人了&

"

尝试服用安眠药来

缓解失眠" 却因为第一次

吃而兴奋地睡不着%

"

最不喜欢两件事 "

一是我不接电话对方还打

个不停" 二是我不停地打

电话对方却不接%

"

公司年终组织看电

影"业绩完成的发'智取威

虎山(的票"业绩没完成的

发)一步之遥(的票!

段味

"

老妈最近也成了手

游一族"喜欢玩跑酷类的"

边玩边大喊大叫" 好像随

时就要摔死! 好容易一局

结束"她松了一口气"转身

对一旁看报纸的姥爷说 #

*爸" 我教您玩这个吧"特

刺激&+姥爷放下报纸抬起

头"一本正经地对老妈说#

*我嗓子不行&+

"

老妈洗完脚说自己

眼睛看不清了" 让我给她

剪脚趾甲, 我一边剪一边

满怀深情地对老妈说 #

*妈"小时候你也是这么给

我剪指甲的吧-+结果老妈

来了一句 # *谁给你剪过

呀"你都是自己啃的%+

"

我#*今天看到一篇

报道" 说打孩子起不到一

点儿教育作用" 看来小时

候我白挨了那么多的打%+

老妈 #*也不能说白打了 "

没有教育作用" 出气作用

还是有的%+

"

冬至晚上老妈给我

打电话#*儿子" 包水饺呢"

下班早点回来吃啊&+ 我美

滋滋地回答#*那必须的"俗

话说 .冬至饺子夏至面"谁

要不吃是混蛋/!+结果老妈

说#*你吃不吃都一样!+

"

我妈跟我说#*我跟

你爸之所以到现在还没离

婚" 是因为我们谁都不想

要你的抚养权!+

"瓜子 整理&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检察日报 !":"年 : 月 $$日"总第;<== 期&

奕信家庭用品"深圳&有限公司'廖必昂!本院受理原告郑
远富等诉你们其他执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向你送
达"

'(+!

#深龙法民二执加字第
",)

号案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
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听证传票$

证据材料副本% 本公告送达自发出之日起经
*(

天视为送达%

并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
"(

分于本院第十审判庭
进行听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如有相关证据!请于

'(+!

年
"

月
$

日前提交本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关朗芬'蔡结莲!本院受理陈燕州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深
龙法平民初字第

+')

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本院定于
'(+!

年
&

月
"(

日
下午

+&

时
"(

分在本院平湖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地民初字第
:::$

号
程见吉!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诉被告程见吉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深龙法地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见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支付其所垫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

+*$((

元及利息 &利
息以

+*$((

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

年
++

月
+

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二$驳
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

元! 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

&深龙法山民催字第
$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申请人深圳市英

泰达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号码为
+(&(((!''*$"-+$$

的
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深圳市精良电子有限公司! 第一被背书人为深圳市华安
盛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被背书人为深圳市英泰达贸易有限公
司!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

元! 出票日期为
'(+&

年
)

月
+!

日!付款日期为
'(+!

年
"

月
++

日!付款银行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
二百二十条规定! 通知你单位对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立即停止

支付!待本院作出裁定或判决后再作处理%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林红春!本院受理杨粉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都秦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向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济宁市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唐方诉你公司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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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第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
0)

时在本院陵城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济宁市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文茹诉你公司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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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第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
1)

时在本院陵城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济宁市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庆洋诉你公司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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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第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

节假日顺延
1)

时在本院陵城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张建!本院受理张小青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李军!本院受理张英兰诉你离婚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

钟东良'钟友彬!本院受理长汀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材料$应诉及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河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钟成华'钟树华!本院受理长汀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材料$应诉及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河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成占杰!本院受理师景权与定州市远大金属丝网有限公司铁
丝买卖合同欠款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定民

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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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丁玉双!本院受理丁朋飞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定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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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张怀峰!本院受理姜亚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束馆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吕国权!本院受理樊金荣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公告向你送达&

'(+!

#许县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陈淑玲'陈淑平!本院受理员军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许县灵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
胡叶飞!本院受理胡秋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朱秀春!本院受理师树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产业集聚区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马春华!本院受理刘全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产业集聚区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房慎平!本院受理石兴宽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商梁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产业聚居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芜湖市三姚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马鞍山市三姚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新鸿基商品砼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

#芜中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建高'孙玉兰'张佃坤'高树红'宋善明'李建彩!本院受理临
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张佃坤'高树红'高新雷'张佃荣'文彦峰'杨果霞!本院受理临

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于跃'李玉梅'赵广成'刘向兰'赵桂印'上官秋恬!本院受理临

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陈海涛'张宗妮'陈翠娟'韦树钦!本院受理临沂市罗庄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赵海堂'赵恩堂'赵有堂!本院受理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

#临罗商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付庄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李宝君!本院受理林景彩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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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付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周艳菊!本院受理黄佑举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

#黔七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杨家湾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欢申请宣告汪小琼失踪一案!经查*汪小琼!女$

+)-%

年
-

月
+

日生!于
'(+(

离家外出!下落不明已满
'

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汪小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汪小
琼失踪% 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张琼"又名张琴&!本院受理卢兴凯&又名卢杰#诉你离婚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官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汤文宁!本院受理汤顺辉$黄桂英与你方相邻损害防免关系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

日
)

*

%(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咸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郑研梅'苏政'陈良库'李守中!本院受理刘彬花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郑研梅'苏政'陈良库'李洪州!本院受理刘彬花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曲阳县人民法院

周风平!本院受理李荣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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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法院
葛成明'袁士珍!本院受理汪应珍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于
'(+#

年
++

月
%

日依法审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当
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张洪光!本院受理张淼泽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

#行民一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王啊芝!本院受理王新正与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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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口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郭永现!本院受理孙凤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黔盘民初字第
''*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提供准确送达地址通知书$民事案件判后
释疑事项告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水塘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

林振!本院受理骆志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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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艺蓉'林玲松!本院受理黄冬鸿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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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邹建勇'邱素梅'阮灿生!本院受理张文滨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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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

+!

日和
%(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朱天福! 本院受理王汉生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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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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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强!本院受理颜秋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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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正海!本院受理邓瀚雄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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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
日起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庄金英! 本院受理黄建龙与林志成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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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章钦'福建省正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吕文秀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调解
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建阳市鑫隆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谢亚豹'吴金爱!本院受理刘秀凤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当事人举证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2%(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

吴兴顺'蔡筠'福建省建瓯市佳力活性炭有限公司'郑招清'张登文!

本院受理建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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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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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志雄!本院受理陈金财与你及徐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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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建铃'青岛云贵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梅赛德斯
,

奔驰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周民初字第
++

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传票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

日%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郑祖珍'陈寿其'张思铭!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
们$谢丽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

周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周龙强!本院受理周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徐龙星$兰银容$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

#周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马旭!本院受理于然叶诉你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

#沂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日
内来本院沙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温州大红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温州市鹿城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注册号
%%(%(((-((($)!$

号!现声明该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作废%

温州大红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管理人
温州市翼扬光学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温州市鹿城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
%%(%(#((((+-'!$

号!现声明该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作废%

温州市翼扬光学有限公司管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