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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也可以高大上!

过于周到也不好!

明 珠
!

吴忠平

徐岱这几年做古董生意赚了

一大笔钱!他是个很诡诈的人"看

准了有把握到手的东西" 是一块

钱也不肯多出的!他常到县城#山

村去收买古董"几块钱#几十块钱

买来的东西" 转手卖出去就是几

千#几万!

那天"徐岱来到一个山村"刚

到村头" 就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

农妇问他$%你收古董" 我有一颗

珠你要吗&'徐岱淡淡地说$%拿来

看看吧!'

农妇进屋" 从灶壁洞里掏出

一颗汤圆大的珠递给他! 外表粘

着泥巴"脏兮兮的!徐岱用指甲刮

着泥巴认真端详" 又拿出放大镜

看了一阵"心里无比激动"认定那

是一颗夜明珠"无价之宝!

徐岱以绝佳的演技摆出一副

冷冰冰的样子" 把珠递还农妇"

%这灰乎乎的东西"你想卖多少&'

%这东西前两年我老公挖地

挖出来时还发亮的" 小孩子拿着

玩"成天在地上滚"就成这样了!

你要的话"五块钱吧!'

徐岱可不愿多出"多出的话东

西就会被怀疑是宝贝"%一块钱吧!'

%那算了"我留着给孩子玩!'

徐岱头也不回地走了! 稳买

到手的东西"他从来不急"心想从

村头转到村尾" 回过头来去她那

里讨碗水喝" 趁机很随意地加一

两块钱"就可以买到手了!

一个多小时后" 徐岱回到那

农妇门前!一看门上挂了锁"他傻

眼了!她去哪了"要是今天等不到

她"珠子被别人抢了先"可就糟了(

正当他心急如焚时"前面一户人家

走出一个小男孩"他急忙打听!

%他可能去地里拔菜吧"一会

儿就回来!'

徐岱等了似乎有一个世纪之

久"才把那农妇等回来!他定了定

心"悠然走上前向她讨水喝!还没

开口" 农妇就扫他一眼嗔怪道$

%刚才那颗珠" 你要是出两块钱"

我就卖给你了!刚刚去拔菜"孩子

拿着珠跟我到地里"在那滚着玩"

滚着滚着就落到涧河里去了!'

徐岱脸煞白"%还能找到吗&'

%涧河水那么满# 那么急"到

哪里去找啦&' 农妇说得坦然"就

像一个土豆落到涧河里去一样"

毫不在乎!

徐岱回到家"不久便病倒了"

病得昏昏沉沉的"整天嘟囔着%珠

子#珠子'!

捡 钱
!

邵福军

王瑞从小没了母亲" 父亲一

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带大! 长大后

王瑞却步入歧途"当了小偷!好不

容易熬到走出高墙" 他发誓要重

新做人"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王瑞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

立即筹钱" 给卧病在床的父亲做

手术"可东挪西借还差五千块钱!

这天" 王瑞顶着呼啸的北风挤上

一辆回家的公交车! 车里拥挤不

堪" 他的右肋被什么东西顶了一

下!低头一看"是右面一个老头腋

下夹着的一个布袋子! 那人紧张

地侧过头" 赶忙用另一只手摸了

摸布袋!

王瑞断定" 那袋子里一定有

钱!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布袋"闭

上眼睛" 可眼前仍浮现出病床上

父亲痛苦的面容!马上到站了"机

不可失!一念之间"他睁开眼睛"

伸出了右手!

出手非常顺利" 王瑞到站下

车"转过一个墙角"掏出那沓钱"

竟是五千元整!就在这时"他又发

现" 不远处缓缓开走的公交车后

面"站着那个老头!他怎么也在这

站下车了&正在疑惑之际"一件意

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股狂风吹来" 将王瑞手中

的钱%哗啦'一下刮上天!钞票漫

天飞舞" 路人先是被惊呆" 片刻

后"就惊呼着开始追逐钞票!

王瑞歇斯底里地叫喊" 可没

人听他的" 他只好绝望地加入追

钞票的人流!捡着捡着"他来到一

个垃圾坑旁"那里落了不少钱!偶

一抬头"有人也在那捡拾"正是那

个农村老头! 他下意识地向后退

去"想原路返回"发现身后已站了

一群人!

%就是他('%对" 是他的钱被

刮飞了!'

王瑞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已有人把三张百元钞票送到他手

里!接着"人们纷纷把捡来的钱递

给他! 王瑞呆愣着" 心里五味杂

陈"突然很想把钱还给那老人!

正想着"那老人已迎面走来!

王瑞拔腿就跑" 脚下一滑摔了一

跤"被老人赶上!

%小伙子"你干吗跑啊&'老人

喘息着"%这是你的钱"快数数"看

少了没有&'

%你&'王瑞瞪大双眼"说不出

话来"机械地数了数手里的钱"一

共五千元!

%赶快收好吧('老人叮嘱道"

%我还有急事"先走了!'

%您这么急"干什么去&'王瑞

急忙问!

老人欲言又止" 眼里已经一

片泪花" 抹了把眼睛才带着哭腔

说"%我进城来看老战友" 刚下车

就发现钱丢了" 那可是急用的救

命钱啊(我哭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听人喊)天上下钱了*"原来是

有人掉了钱! 我想掉钱的人肯定

跟我一样"死的心都有"就赶紧帮

着捡钱!'听了老人的话"王瑞也

想哭!

%我得赶紧去找了"应该是在

车上丢的!' 老人转身往车站跑!

王瑞不再犹豫"追上去轻轻一带"

那五千块钱就进了老人的口袋!

夜幕降临" 王瑞拖着沉重的

步子来到父亲的病床前! 父亲的

心情却很好" 笑着说$%刚刚你王

叔叔来看我了!他是我的老战友"

听说我做手术还差五千块钱"特

意从农村赶来送钱!嘿"他这次来

还遇到一件奇事! 他带的钱在公

交车上被盗了"下了车才发现"突

然又遇到一个人的钱被大风刮得

满天飞"他就帮忙追钱++'

父亲还在兴冲冲地说" 王瑞

却已充耳不闻" 强烈的情绪撞击

着他"大滴的泪水滚落下来!

支 撑
!

陈顶云

其实"我们不需要公公帮

忙干活的 "可他偏说 $我监督

你们干!

我们雇了十几个工人"我

和老公也甩开膀子干"公公大

病初愈不肯在家歇着"非要来

帮忙!连之前从不离身的拐杖

都不拄 " 先是帮我们打扫卫

生"犄角旮旯儿扫遍了 "就一

瘸一拐地把木头旋下的碎皮

子拿出去晒!他平时不做家务

的 " 现在偶一为之就不太精

细"可我们都不敢说他 "他要

强"脾气大!

今年行情不太好"我和老

公吃饭时商量"如果生产出来

的皮子没人要" 就歇歇工!公

公正在那自斟自饮"听见后把

酒壶重重放下 "%我说小六子

呀" 你花十几万建的厂子"哪

能说不干就不干 & 我不用你

养"你还得供俩娃上学呀('

%我们不是不干" 是等行

情好了再干!' 老公争辩了一

句!

%行情好了人家就抢先

了"还轮到你发财&'

%那咋办&'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

坚持"就是要坚持 !没听说河

东转河西吗"备不住明天一觉

醒来"行情就好了呢('

好吧"其实我们也不想停

产"倾尽所有建的厂子 "谁舍

得停呢&白发苍苍的公公还在

帮着做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坚持!

公公在厂子里呆的时间

长了" 就有街坊四邻的传言"

丝丝缕缕灌进我们的耳朵 $

%这两口子钻钱眼儿里了 "他

爹快八十了"还像支使老牛似

的!' 兄弟姐妹也有酸不拉叽

的话"%老爷子就这一个儿子

吗"干吗光给他干活&'

老公从小没了娘"公公将

他一手带大"这些话让他受不

了"非要撵公公回家去享福!

公公倚门长叹 "%要不是

你欠了一屁股债"我才懒得干

活呢('

%啊"你怎么知道的&'

%前些日子我住院" 银行

不是要封你的厂子吗&'

%那是担保人出了问题 "

其实++'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现

在的木材厂日子都不好过!咱

们一定要齐心合力多挣点钱"

早点还上贷款!'

迎着公公坚毅的目光"我

和老公郑重地点了点头!

进入腊月"生意出奇地好

了!我们将贷款还清 "村里还

把我们树为致富典型!公公高

兴地说 $%这下子我总算放心

了!'

公公不再来帮忙"我和老

公很是惦记"一有空就回村里

看他 !有一次我们进村 "他正

在街上和一帮老头老太侃大

山" 那根拐杖又回到手边!不

用做我们的支撑"他自己又需

要支撑了!

调 研
!

李国新

市委新调来的吴副书记准

备到乌乡调研" 乌乡的刘书记

接到通知又高兴又紧张! 高兴

的是"几年了"终于能接待一位

说话有分量的领导-紧张的是"

这位领导要来调研特色农业 "

可乌乡能看的东西不多" 必须

好好谋划一番!于是"刘书记下

乡踩点去了!

第一个点是养殖大户狗剩

儿!狗剩儿养鱼二十多年"承包

了一百多亩鱼池!可这几年鱼市

行情不好"他主打的七星黑鱼也

不好养!收入不景气"狗剩儿开

的桑塔纳破旧不堪了也没换!

刘书记听了狗剩儿的介

绍"心里很不舒服!狗剩儿过去

是典型" 乡里把他选为人大代

表和劳动模范" 可这几年不景

气"乡里也很少来!如果这次吴

副书记要来看这里"可咋办&刘

书记向狗剩儿面授机宜" 狗剩

儿心领神会!

第二个点是蔬菜大户王大

发的基地! 王大发承包了五百

亩农田"建大棚种蔬菜"头几年

红红火火" 各地商贩排着队来

进菜! 他还把乡里其他种植户

组织起来"办起绿色蔬菜公司!

不过这次来" 刘书记不用听介

绍" 也知道因为蔬菜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 王大发近年来赔了

不少!果然"王大发诉起苦来 "

说儿子要结婚" 他都没钱翻修

楼房! 刘书记开导了王大发好

一会儿"让他依计行事!

吴副书记来调研了" 陪同

的有县里领导# 市县两级农业

部门的分管领导"还有土地#税

务等职能部门的领导" 总共二

十多人!在乡里开过会"刘书记

就领着他们去看现场!

狗剩儿春风满面" 汇报说

今年渔业市场虽不景气" 他的

公司却获得大丰收" 且市场前

景广阔"供不应求!吴副书记边

看边听"很是满意!

王大发的汇报更精彩 $竞

争激烈不要紧" 我们要对现有

蔬菜实行深加工" 设备已联系

正在采购"向深加工#精加工发

展"创名#特#优!吴副书记听了

不住点头!

临走前" 吴副书记表示要

大力扶持乌乡的特色农业 "除

了下拨资金" 各级职能部门也

要开绿灯!

狗剩儿和王大发跑了几个

星期" 各自争取到数十万元的

项目资金! 狗剩儿把桑塔纳换

了" 制作了一块大型广告牌 $

%特精养项目基地'- 王大发新

建了一幢别墅" 在蔬菜基地门

口竖了块牌子$%绿色菜公司高

附加值基地!'

艺人和哲人

肖邦的临终"像是一出闹

剧! 波丽娜.维亚多向肖邦的

情人乔治.桑描述当时的情

景$%周围的许多人 " 有相识

的"也有素不相识的 "他们来

看他"在他的床头啜泣++巴

黎所有的贵妇人都觉得"晕倒

在他的房间里是自己的一种

义务! 房间里还挤满了画家"

他们匆匆忙忙地画着速写像!

有一个银板照相师想把肖邦

的床挪到窗户旁"好让阳光照

到垂死的人身上++这时耿

直的古特曼发怒了"他指着门

请这些先生们统统出去!'

这样的闹剧前不久发生

在我国的一位女歌星身上!公

众对艺人的 %消费 '真是残忍

/肖邦死后" 人们逐渐认识到

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音

乐家"但在生前 "他受到的是

艺人的#待遇$0!

德富芦花1相模滩落日2中

有这样几句让人过目难忘$%在

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落日"大

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 庄严至

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

子" 也会感到已将身子包裹于

灵光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

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之

上!'落日很美"圣哲临终更美!

伊壁鸠鲁已经病了两周

了" 他写信给一个弟子说$%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十分快乐地

写信给你" 尽管我的膀胱和肠

让我承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

但回忆起过去我们的交谈所带

给我的快乐" 这些痛苦就算不

了什么了!' 在他的遗嘱里"他

特别指示他的弟子们在他的诞

辰日和祭日里为他庆贺! 最后

一天" 他泡在一只盛满热水的

铜制浴缸里" 并要了一杯纯酒

喝! 他再一次要求他的弟子们

不要忘记他的训诫"随后"他就

死了"刚好喝完那杯酒!太纯的

酒会置人于死地!

艺人" 受关注的是他们的

八卦和外部形象"所以连死都这

么喧闹!哲人"虽然他的临终一

定比艺人更美"但我们不会去打

扰"因为他最美的是他的思想成

果!圣哲临终"得以%庄严至极"

平和之至'"这是他该得的奖赏!

"更多内容见正义网 #郑

海啸专栏$% 网址
&++,-..///0

(1230145.,')*67).8386.8&986.

&

妙语

"

油条可能是单身汉

发明的" 两根紧紧纠缠的

面条象征了他对爱情的美

好期望" 然后被扔进了油

锅%

"

婚姻就像下象棋 "

明明是两个人的事"但总有

一群人在旁边指手画脚!

"

励志的书看再多 "

都只是别人的人生!

"

在一起时能不看手

机" 不在一起时能秒回信

息" 这就算现代人的真爱

了吧!

"

决心要离你而去的

人" 就算用铁链子也拴不

住" 不过可以改用金链子

试试!

"

科技改变未来 "就

是说本来你能够有所作

为"却因为整天上网&玩手

机"最终一事无成!

"

牛仔裤的破洞已经

是时尚了" 毛衣跟围巾的

起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时

尚呢'

段味

"

几年没联系的朋友

给我发消息 (#在吗 '$#在

啊%$#最近手头紧"借我点

钱 %$我一看不妙 "灵机一

动 " 回复 (#在啊 %$#借我

!"""

吧 %$ #在啊 %$ #你怎

么了'$#在啊%$#靠" 自动

回复啊)$#在啊%$

"

老公(#老婆" 既然

你驾照考下来了" 我就带

你去看看车吧)$老婆很兴

奋"跟着老公出去了%老公

带着老婆逛了宝马&奔驰&

路虎& 保时捷等名车的卖

场"老婆感动得心中大呼(

这辈子没白嫁啊) 逛完出

来" 老公对老婆说(#看到

没"刚才领你看的这些车"

以后在路上一个都别撞 "

咱赔不起呀)$

"

同事问我(#实验发

现" 先往一个瓶子里装满

小石块" 然后还能装下细

沙"最后看似满了"却还能

装下半瓶水% 请问这个实

验告诉我们什么'$ 我答(

#可供发掘的空间在细微

处" 只要用心" 总还是有

的%$同事摇摇头(#你想多

了%我只是要告诉你"吃自

助餐一定不能先喝饮料%$

"

准备睡午觉" 窗外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在玩游戏" 一个追着另一

个跑" 追到后再换另一个

追"乐此不疲%我被吵得不

行" 开窗对他们说(#都一

中午了" 你俩就这样追来

追去无不无聊'$小男孩停

下脚步" 略带怜悯地看着

我说 (#一点也不无聊 %叔

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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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深福法执字第
BC?BD@

号
黄建豪'曾晓乔'深圳市鸿泰鑫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泰国

开泰银行!大众"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开始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们没
有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 !

!"#$

"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处分黄建豪名
下所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世纪春城四期

!(

楼
)

栋
#&*#

房产% 曾晓乔名下所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天地大厦裙
楼

+!*,%

商铺#以偿还本案债务$本院已委托深圳市永信资产
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 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世纪春城四期

!-

楼
)

栋
'&"'

房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

元# 东门天地大厦裙楼
+!*,%

商铺评估值为人民币
!!&#***

元$ 如对该评估报告有
异议#应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
提出视为同意该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 本院将依法选定拍卖
机构#并以评估结果为底价裁定拍卖上述财产#具体拍卖时间
和地点另由拍卖机构公告$ 你们也可以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
事宜$若你们在拍卖前还清本案债务#即可及时终止拍卖#但
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你们承担$若以此底价拍卖未成交#

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嘉德利家具有限公司'利文'刘惠雪'刘石松'张香

妹! 本院定于二
*

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十四时三十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审理原告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深圳市嘉德利家具有限公司%利文%刘惠雪%刘石松%张香妹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

"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

号$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你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周宏军!本院已受理方德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

元及违约金$公告
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为公告期满后
#,

日$逾期依
法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赵贺成!本院受理赵俊梅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遂民初字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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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庞飞'吕海洋'王书君'庞桂军!本院受理遂平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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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党兴峰!本院受理付振标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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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程集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月琴!本院受理刘声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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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0

日
0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宁冬连!本院受理祝日金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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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都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吴有土!本院受理苏瑞兰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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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都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广丰县人民法院

简腊冬&本院受理陈秀丽诉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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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
告知书和开庭传票!定于

!*#,

年
.

月
!%

日
0

时在渠县清溪场法
庭开庭"$公告之日起

/*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

#,

日和
$*

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王永生!本院受理上诉人苏承艳与被上诉人薛丽雅%原审被

告你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
1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3

鹰民一
终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4

日视为送达$

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晓江!本院受理杨正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起诉书!副本"%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答
辩状!空白"%离婚损害赔偿告知书%授权委托书!一"%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五个严禁*宣传资料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内$定
于

!4#,

年
,

月
/

日
0

&

$4

在本院尚嵇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
裁判$ 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

殷文良!本院受理张世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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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昭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

杨启高!本院受理林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

蔡银秀!本院受理凌春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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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5$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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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耿粉干!本院受理唐春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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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5$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
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斌'耿粉干!本院受理李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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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45$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潘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刘彩霞'耿永生!上诉人岳寿权%金干就!

!4#$

"都潘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逾期依
法审理$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潘思林!本院受理乐金秀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4#.

"都潘民初字第
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内来本院潘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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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勇'刘洪楼!本院受理王娟诉你们民间借贷暨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
冈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冉俊杰!本院受理陈莉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
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顺平县人民法院

李中华!本院受理代玉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4#.

"宿 民一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4

日内来本院朱仙庄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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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吕波'六安科新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4#.

"芜中民二
初字第

44#/!

号杨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4#.

"芜中民二初字第
44#/!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
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内#上诉于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旭荣! 本院受理福建省闽芝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瓯民初字
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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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刘丽芳!本院受理李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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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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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蕾!本院受理李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4#.

"沂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内
来本院沙沟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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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凤琴!本院受理吴国华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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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赖恩锦!本院受理戴足平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胡爱珍!本院受理赖华根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4#.

"青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
内来本院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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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黄亚娟!本院受理刘祥才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张影!本院受理刘民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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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王志刚!本院受理祝秀梅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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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方怡梅!本院受理曾宪英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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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车田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
许荣强!本院受理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诉

你%胡尚祥%蒋自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简转普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
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 定于
!4#,

年
.

月
!&

日
05!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曹志鸿'邱琼荣!本院受理邓晓咏诉段华贵%袁丽萍及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定于
!4#,

年
$

月
$4

日
0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长沙市镇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王辉!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双
武%陈仙芝%陈璐与被上诉人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4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

日
0

&

$4

!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

!#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熊晓霞!本院受理上诉人杨思荣与被上诉人桂林市华力重工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4#.

"桂市立民终字第
!./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记红!原告陈光显诉被告陈记红承揽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依法立案受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和!

!4#,

"习
民初字第

.#%

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

/4

日内到本院土城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内$定
于

!4#,

年
,

月
,

日
0

时在本院土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龙太江! 本院受理郑军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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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满后
#,

日
和

$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冯亚凤!原告蒋满军诉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4#,

"全
民初字第

##!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内#定于
!4#,

年
,

月
#%

日
#4

时在本院石塘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阳荣春!本院受理何静诉你离婚一案己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4#.3

兴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内
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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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刘高燕! 本院受理蒋富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己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4#.3

兴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4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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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桂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

屈争云!本院受理周丹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内#定于
!4#,

年
.

月
!!

日在本院归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

廖三根!本院受理廖晨昊与你抚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

&

$4

!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巴邱法庭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李书军! 本院受理刘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夏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
日起

/4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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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德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左怀林'刘广霞!本院受理夏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夏民初
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4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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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曲广强! 本院受理郭青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夏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
日起

/4

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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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德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宗永振! 本院受理齐秀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平民初字第
%0$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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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徐风霞!本院受理平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平民初字第
%4/

号民事
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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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郭建芬!本院受理平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4#.

"平民初字第
%4&

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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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刘建考!本院受理马会晓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4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

日
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刘信成!本院受理时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4#.

"滨民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4

日
内来本院民三庭接受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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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方臣相!我院受理黄利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
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

日
%5$4

!节假日顺延"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

方臣相!我院受理黄利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当事人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4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4

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

日
05$4

!节假日顺延"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

秦皇岛仲裁委员会褚鑫!本委受理秦皇岛市山海关同业综合市场
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
!

!4#.

"秦仲裁字第
40,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日起
!"

日内来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闽江道

%

号#电
话&

4$$,6%,$$&&%

$ 秦皇岛仲裁委员会
"

;?!@

&秦仲受字第
!;"

号
李东升'江苏汉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本委受理杨欢与

李东升%程宏滨%李娜%江苏汉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江苏汉
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组
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4

日视为送达$定于
!4#,

年
.

月
#$

日
0

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决$地址&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闽江道

%

号$电话&

4$$,6$%&/&%0$

) 秦皇岛仲裁委员会
"

;?!@

&秦仲受字第
!;C

号
李东升'江苏汉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本委受理杨欢与

李娜%李东升%程宏滨%江苏汉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江苏汉
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7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组
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日起经

/4

日视为送达$定于
!4',

年
.

月
'$

日
0

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决$地址&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闽江道

%

号$电话&

4$$,6$%&/&%0

) 秦皇岛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北京宝盾门业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号码
44'!$&0&

#

44'!$&0.

#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
!4&/&/0%

#纳税识别
号

''4'0!/444%&'./

#特此声明$ 北京宝盾门业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