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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 0322民初 4250 号
王凤礼、刘胜亚：本院受理

原告沛县常鑫建材有限公司与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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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412民初 5948 号

王长城：本院受理原告蔡
俊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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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203民初 448 号

泰州市海陵区华胜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泰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马支行与被告泰州市海陵区
华胜商贸有限公司、江苏华泰
船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泰兴市
虹桥镇人民政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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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2 日 9 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081民初 2076 号

潘良峰：仪征市人民法院
受理原告樊宝兵诉你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081 民
初 20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新城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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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扬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19)苏 0324民初 8358 号

王伟、田爱芹：本院受理原
告徐为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苏 0324 民初 835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24民初 1953 号

周道明：本院受理原告夏
同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324 民初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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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24民初 1354 号

钱晓光：本院受理原告高
方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324 民初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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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412民初 4541 号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明豪机
械厂、江苏亿方达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殷建国、吴美芬：原告江苏
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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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苏0412民初4541号
民事判决、上诉须知。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19)苏 0411民初 8717 号

姚雄伟：本院受理原告臧小
阳诉被告姚雄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苏 0411 民 初
8717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411民初 467 号

刘熹钰：本院受理原告仇
金才诉被告刘熹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权利和义务书、五个严禁、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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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的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
节假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102民初 2714 号

耿勤：本院受理原告尹冬英
诉被告耿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内，举证期届满第三日上午
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830 民初 2617号
凌学波、文傅林、凌学刚、

李大权：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淮
安康达饲料有限公司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应诉材料，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材料、民
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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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盱眙县人民法院
杨木玉：本院受理原告夏

长华与被告杨木玉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
求 判 令 你 支 付 欠 款 48700 元
等）、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1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盱眙县人民法院
张超：本院受理原告林奇

龙与被告张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求判
令你支付借款 30000 元等）、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106民初 4564 号

孙祝：原告南京菁沐服饰
有限公司与被告孙祝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苏 0106 民初 4564 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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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刘宝华：本院受理的原告

解国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
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南京市
玄武区人民法院锁金村法庭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3786 号

张重华：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玄武支行诉被告张重华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 0104 民初 3786 号民
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查封告
知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来法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2民初 147 号

南京赛肯特电讯设备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京市分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20)苏 0102 民初 14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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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2民初 332 号

南京市江宁区张蓓通讯器
材经营部：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京
市分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20)苏 0102 民初 3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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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9322 号

宋刚：本院受理原告吴申
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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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光华路)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04民初 9180 号

周爱忠、南京忠凯六治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奚顺清与被告周爱忠、
第三人南京忠凯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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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1 民终 8452号

王昌锦、周六银、范宁红：本
院受理(2020)苏 01 民终 8452 号
上诉人赵铁军与被上诉人王昌
锦、周六银、范宁红抵押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案件程序事项告知书、
五个严禁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现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2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苏 0902民初 1302 号

朱松江：本院受理原告刘
灯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 0902 民初
13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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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623民初 2354 号
南通凝玉食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志祥与被告
南通凝玉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赔偿原告损失 668454.31 元，
并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裁判。

如东县人民法院
(2020)苏 72 民初 829 号

钟 健 、孟 萍 ：本 院 受 理
(2020)苏 72 民初 829 号原告汪
小黑诉被告钟健、第三人孟萍、
赵建红船舶权属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2020)
苏 72 民初 829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海事法院
(2020)苏 1282民初 1001 号

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靖江市紫锋建材经营
部、薛林：本院受理原告柳工建
机江苏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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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靖江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830民初 3143 号

杨兆栋：本院受理原告洪
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和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盱眙县人民法院
(2019)苏 0213民初 11105号

盐城童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星海联盟物
流有限公司与被告盐城童程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苏 0213
民初 11105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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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20)苏 1203民初 1425 号

熊爱华：本院受理袁宝林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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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 2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章小平：本院已受理原告

吴洪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经济开发区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戴卫忠：本院已受理原告

宜兴市农德利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屺亭后亭分公司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在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经济
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902民初 3618 号

亭湖区杰爸杰妈母婴生活
馆：本院受理原告圣元营养食
品有限公司诉你馆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因你馆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馆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1313 号

张开锁：本院受理原告郭
宜清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初
131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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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4620 号

孟巧玲：本院受理原告葛
春环诉被告孟巧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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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石广良：本院已受理原告
吴洪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在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经济
开发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991民初 1281 号

蔡祝芹、陈立根：本院受
理原告仇成芳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0)苏 0991 民初 1281 号
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09：00 在本院
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886 号

秦红涛：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沛县支行与被告秦真勤、于兴
荣、秦红涛、秦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初 88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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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1169 号

姚俊太、郭桂花：本院受
理原告付朝东与被告姚俊太、
郭桂花、姚平太、柳宜龙、王
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
于送达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0322民初 4235 号

郑连民：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沛县支行与被告郑连民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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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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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 1191民初 1552 号

镇江市润州区良匠庭院设
计工作室(张立巍)：本院受理
原告陈仁荣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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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点 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02民初 3411 号

孟婕：本院受理原告徐六
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 0382民初 5694 号

何桂桂：本院受理原告李
迎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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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铁
富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1282民催 7 号

苏州市吴中区金鑫冲压制
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
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
号为 31400051／33945039、出
票日期为 2020年 1月 21日、到
期日为 2020年 7月 21日、出票
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靖
江润之泰贸易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上海钧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法予公告。本
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
到期日后 15 日内。期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靖江市人民法院
（2020） 苏 0382民初 6172 号

范汉生：本院受理原告钟
金虎诉你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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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铁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 0324民初 4114 号

陈作奎、张秀英：本院受
理的原告宋崇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