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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苏0322民初6784号
陈红：本院受理原告孟庆虎与陈红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9)苏0322民初678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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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民初2021号

李战国：本院受理梁永与李战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302 民初
2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三十三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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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901号

钱修胜：本院受理原告梁飞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90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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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0411民初5320号

林亚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开票抬
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320400837156701G)诉被告林亚春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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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322号

秦建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开票抬
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320400837156701G)诉被告秦建锋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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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453号

王秀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开票抬
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320400837156701G)诉被告王秀春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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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455号

王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 (开票抬
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320400837156701G)诉被告王杰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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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456号

王秀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区支行(开票抬
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320400837156701G)诉被告王秀春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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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4民初2661号
吴忠灿：本院受理原告刘辉诉你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24民初
26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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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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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108l民初2286号

张军、张明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市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
1081 民初 22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青山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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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1091民初55l号

赵杨：本院受理的原告扬州华为汽
车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91 民初 55l 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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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3723号

恽文俊：本院受理原告于印华与被
告恽文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0412民初37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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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898号

曹洁：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陈
爱朝与被告曹洁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苏 1081 民初 898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曹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陈爱朝劳动报酬 449300
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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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0322民初1869号

孟洪彦：本院受理原告孟凡玲、裴
忠斌、满在娥诉被告孟洪彦土地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0322民初1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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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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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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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285号

杨红卫：本院受理的原告晏建华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0411民初5285号案件的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
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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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孟河人民法庭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3204号

董良勇：本院受理原告朱颂东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公告送达(2020)苏0322民初3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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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号

周辛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周辛
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
0322 民初 17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栖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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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3510号

孟雪艳：本院受理原告魏加旭与被
告孟雪艳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苏 0322 民初 351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栖山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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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7598号

曹赛玉：本院受理原告乐中国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苏 0412
民初 759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速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4民初2097号

杨号：本院受理原告刘军诉杨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0324民初209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杨号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军
借款15万元。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300元，由被告杨号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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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民初2738号

任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102 民初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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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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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1号

南京飞友制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董杰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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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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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家巷21-1号)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4民初4606号

刘帆：本院受理周游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5点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速裁法庭 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7876号

张权：本院受理原告陈宝兰与你、
李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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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锁
金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7872号

张权：本院受理原告张海军与你、
李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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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锁
金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7874号

张权：本院受理原告韩国良与你、
李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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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锁
金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判。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0837号

南京和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锦契商务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南京和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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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4913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刘异羽与被告
王伟、赵维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104 民初 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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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书及上诉须知，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0598号

深圳市贝尔信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芯储工业科技发展江苏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10598 号案
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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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30分
(节假顺延)在本院(俞家巷 21-1 号)第十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117民初2104号

徐州市昊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艾地盟动物保健及营养 （南
京）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2020） 苏 0117民初 2104号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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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2020)苏1202民再61号

孔随华、蒋树名：本院受理原审原
告樊正兵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采取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通知书及证据副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5法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1283民初4329号

郎启兰：本院受理原告钱建光与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20)苏 1283 民初 432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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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1283民初5986号

王建成：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建兵与
被告王建成拖欠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
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民
事裁定书、诉讼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在泰
兴人民法院黄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判决。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1283民初4010号

陈栋：本院受理的原告泰兴市黄桥
初级中学与被告陈栋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诉 讼 文 书 ，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苏 1283 民初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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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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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6780号

宜兴市金长城担保有限公司：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与被告
林乃君、宜兴市金长城担保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0282民初6780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
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842号

樊祖洪：本院受理吴杏生与你及徐
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下
明、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三十
日内。开庭时间在举证期满后的第 3个
工作日上午 9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六
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819号

济南京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扬州市加气混凝土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003 民初
81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内来本院公道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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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5062号

房敏：本院受理原告扬州顺泰纺织
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03 民初 506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公道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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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82民初2045号
王基光：本院受理原告刘宇诉你离

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0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 苏0382民初1401号

刘双全：本院受理原告刘丹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0382民初140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起 60 日内到本院第 23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19)苏0382民初9392号

王丽丽：本院受理上诉人刘成华、
范彩荣就(2019)苏0382民初9392号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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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邳州市人民法院
袁长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与
被告袁长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苏0322民初174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栖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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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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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邓勇：本院受理原告宋小弟与被告

邓勇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苏
0322 民初 59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栖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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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504号

张学羽：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海燕诉
你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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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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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号

许梦：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红、陈武
诉你房屋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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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
知。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逾期
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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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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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民初4398号

被告艾立新：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苏
飞鹰工具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181 民初 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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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丹阳市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7364号

龚芳蕾：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嫚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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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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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送达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如提前
前来应诉，则开庭时间另行安排。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7041号

费叶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庄雪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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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送达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如提前
前来应诉，则开庭时间另行安排。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3632号

谭明基、赵淑华：本院对原告江苏
中隆汇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谭
明基、赵淑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等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0104民初3632号民事
判决书、执行提示，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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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1291民初1256号
昆山博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孟

铭：原告李年宝与被告昆山博简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孟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0)苏1291民初1256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1283民初2989号

张锋、黄金燕：本院受理原告赵银
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己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1283民
初 29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272号

薛松：本院受理江苏宜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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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周铁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277号

熊英：本院受理江苏宜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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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周铁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273号

李付红：本院受理江苏宜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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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周铁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271号

吴军：本院受理江苏宜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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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周铁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8282号

张亚楠：本院受理江苏宜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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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周铁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1111民初2158号

朴文峰：本院受理原告朱婷诉你离
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1111 民初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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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10218号

吕亚芳：本院受理丁鹏程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离婚；婚生女由原告
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 及证据材料复
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依法现
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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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8民初1396号

杜爱华、徐四头、陶宏华：本院对
原告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杜爱华、徐四头、陶宏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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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8 民初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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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讧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末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8民初1971号

赵晓龙：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支行诉赵晓龙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0118民初1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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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17民初1694号

南京括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南京国网南自电气自动化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0)苏
0117 民初 1694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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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2民初1697号

江苏银河商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兰勇、被告叶永勤、周
华、曹立红、冯宏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002 民初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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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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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5832号

袁永富、孟平：本院受理原告李俊
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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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蜀岗—
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旅游巡回法庭第一法
庭(扬州市上方寺路 66 号城北乡政府院
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 苏1003民初3683号

江苏广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许宝玉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苏1003民初4134号案件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5800号

顾末堂：本院受理原告杨二玲与你
欠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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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亍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蜀岗—瘦西湖
风景名胜区旅游巡回法庭第一法庭(扬
州市上方寺路 66 号城北乡政府院内)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1348号

朱建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建仁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1003民初1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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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1349号

陈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宾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1003民初1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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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送达公告

启东市凯凯安信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本局受理尹森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后，按工商部门注册地址向你单位邮寄
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相关材
料后被他人签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南京市江北新区市
民中心民生保障大厅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公告期 60 天，此期间不计入作出
工伤认定结论的期限。待中止情形消失
后，本案即自行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和社会
保障局

2020年11月20日
遗失启事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王一朦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律师执
业证号：13201201710022270，声明作
废。

（上接A版）
为了更加拓宽多元解纷渠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化解

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底，连云区在全市率先推进
“法官进家站”，选派 21名员额法官定期进驻辖区内 13个人
大代表之家和22个人大代表联络站。“‘法官进家站’通过
组织法官走进人大代表之家和联络站，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
法官的各自优势，共同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是加强法院与人
大代表对接联络、缓解诉讼案件增长趋势的有效手段。”连
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其松介绍。

“‘法官进家站’，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公正、高效、便
捷、经济的纠纷渠道，通过群众说事、代表说理、法官说
法，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安仲润介绍。
近年来，共有832起矛盾纠纷通过诉前调解的方式得到妥善
解决。

“法官进中心”，减少案件存量

今年 3 月，连云区法院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分调裁
审”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从“推进非诉分流机制”“完善
调裁分流对接机制”“优化速裁快审流程”“提升简案审判质
效”等方面，对团队设置、繁简分流等流程作出具体规定。

为推进矛盾纠纷的快速化解，连云区法院还积极借助信
息化手段提高审判质效。“一方面，我们积极建设矛盾纠纷
非诉化解在线调解平台，积极引导人民调解员通过线上调解
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另一方面，我们还在速裁庭推进无纸化
办公，以中间库模式，实现案件处理全程线上办理，全面提
升案件审判质效。”安仲润说。今年以来，通过在线调解平
台化解案件 831 件，调解成功 445 件，调解成功率 53.55%，
速裁团队共审结各类案件 705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35天。
1-10 月，连云区法院结案率、民事调解撤诉率等主要质效
指标均居全市法院前列。

“我们将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抓
手，积极推动建立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诉前多元解纷、简案
快审难案精审分层递进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切实发挥好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
障作用，助推区域社会治理下现代化。”安仲润表示。

（上接A版）
环 科 城 园 区 领 导 及 工 作 人

员、企业代表及部分法院干警代
表认真聆听民法典专题宣讲。大
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丰富、讲
解 透 彻 ， 具 有 很 强 的 理 论 性 、
针 对 性 、 指 导 性 ， 使 大 家 对 民
法 典 的 重 大 意 义 和 具 体 内 容 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 理 解 ， 也 必 将 为

今 后 更 好 地 学 好 用 好 民 法 典 、
保 障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起 到 积 极 的
推动作用。

“三项清理”工作服务中
心挂牌

为更好服务保障盐城环保科
技城的发展，早在 2016 年 9 月，亭
湖法院便专门成立了环保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庭，司法管辖
包括环保科技城园区、亭湖新区。

当天，亭湖法院依托环科城法
庭挂牌成立“三项清理”工作服务
中心，实现环科城法庭实体化试运
行，开辟涉城东案件“绿色通道”，
对涉环科城园区企业发展、升级、
腾退的案件，实行“一体化”办理模
式，全力保障城东片区建设和环科

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敲响实体化试运行第一槌

环科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敲响了实体
化试运行的第一槌。

庭审中，在主审法官的主持
下，双方当事人围绕诉争焦点进
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激烈的

辩论，旁听的企业家代表们聚精
会神，悉心聆听，还不时地做记
录。

此案的审理，不仅给企业上
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认识
到依法履行合同、证据留痕的重
要性，也提高了法院工作的认知
度，展示了人民法院公开司法、
阳光司法的良好形象。

□本报通讯员 陈 卓 顾建兵

郁女士是一家“空头”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她不但无法决定公司
的任何事务，还因案件受牵连被法
院发出限制消费令。在多次向公司
提请辞去法定代表人未果后，郁女
士只得诉至法庭，请求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登记。11 月 10 日，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要求
被告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法定代
表人变更登记，两法人股东予以配
合。

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由两名
法人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章程规
定，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三人，由股
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一
人，为法定代表人。郁女士经公司
股东选举为董事，并被任命为董事
长，即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不
久，两股东就因出资款问题纠纷不

断并引发诉讼，致使公司不能正常
开展经营活动，股东之一为了索要
房屋租金还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

郁女士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但实际根本无法决定公司的任
何事务。不仅如此，她还得应付来
自股东提起的各类诉讼，甚至还因
该公司未能履行相关判决而受到
牵连，被法院发出了限制消费令，
直接影响了其个人的正常生活。在
董事任期内，郁女士数次申请辞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并且在
任期届满后要求召开股东会，改选
董事、变更法定代表人。

无论在任期内还是在任期届
满后，公司及其两名法人股东对郁
女士的请求均未予理睬。为此，郁
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郁女士
未提交公司章程、股东会关于变更
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或决定等证据，

以证明公司曾作出决议或决定变
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根据公司法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郁女士董
事任期届满并不当然可以不再履
行董事职务，其据此认为自己不再
是公司董事长，不具备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条件的主张不能成立，遂
判决驳回郁女士的诉讼请求。

郁女士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董

事辞任和离任应受公司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约束，但该约束
应当有必要的限制。本案中，因公
司的股东怠于履行改选董事义务，
具有明显过错，致郁女士长期处于
无法离任的状态，其作为董事的权
利义务严重失衡，故前条规定在本
案中已无适用的必要。据此，法院
判决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如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期

变更，则郁女士自上述期限届满后
不再具有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身份，不再履行法定代表
人职务。
法官点评：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股东
会在怠于选举出继任者的情况下，
董事能否辞任或离任而无须继续
履行董事职务。

二审承办法官戴志霞介绍说，
《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
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
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因公司通常实行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由
股东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
司的决策机构，负责公司经营管
理，故上述关于辞任或离任董事

继续履行董事职务的规定，其立
法本意是在于维持公司经营决策
机构的正常运行，避免因董事人
数不足导致出现决策僵局。事实
上，也有很多因为股东之间存在
矛盾，长期无法形成任何决议，导
致公司陷入僵局的情况存在，而
相关法律并未对出现这种情况的
后果作出规定。

戴志霞指出，法律要求董事继
续履职以维护公司的存续，但公司
及股东却消极不作为，反而将法律
规定作为“绑架”董事身份的手段，
在此种情形下，若机械遵循公司法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则辞任或
离任董事履行董事职务将会遥遥
无期，董事的权利和义务将严重失
衡。因此，在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改
选 董 事 义 务 的 情 况 下 ， 董 事 辞
任、离任不再因股东会不作为而
受到限制。

只 因 不 小 心 做 了 这 个 “ 老 板 ” ⋯⋯
连云新收案三连降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