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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1191民初996号
程南海、合肥铼钸富润建材有限公

司、冯上发、冯辉：镇江亿都生媛木业
有限公司与程南海、合肥铼钸富润建材
有限公司、冯上发、冯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 1191 民初 996 号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定)。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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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37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赵香莹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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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送达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仪征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2891号

唐建：本院受理原告刘伟诉你合伙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2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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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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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1号

黄雨培：本院受理原告陈恩善与被
告黄雨培、仪征市易贷通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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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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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民初7090号

鲍晓波：本院受理原告睢宁县睢城
镇大亮汽车租赁服务部与被告鲍晓波车
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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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4 民初
7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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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本院受理原告江书林诉你离

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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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下
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4419号

句容宏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仪征
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江苏润欣物流有限

公司与被告扬州泗源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第三人江苏泗源港务有限公司、句
容宏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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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5970号

于兰花(于晖)：本院受理原告徐州
市沛龙家具有限公司诉被告于兰花(于
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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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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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第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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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5904号

李伟、张书汉：本院受理原告朱金
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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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4民初7738号

曾吉发：本院受理原告杨晓诉被告
曾吉发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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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诚信诉讼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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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4829号

王梅梅：本院受理的原告童健诉你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482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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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02民初3990号

罗光美、张长明：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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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902民初1594号

孙海鹏：本院受理原告成郁苹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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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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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81民初3580号

陈思武、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河西
镇五一村村民委员会：本院受理原告吴
秀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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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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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民初3225号

倪加宏：本院受理原告周晓华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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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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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民初1004号

徐刚：本院受理原告胡蒙蒙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0302民初 100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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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民初7815号

张强、李建华、武进区牛塘华强副
食品商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保险有
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张强、李
建华、武进区牛塘华强副食品商店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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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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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 苏1003民初4934号

陈如俊：本院受理原告曹寿明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03民初 493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民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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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民初544号

吴庆沛、夏波波、刘素芝：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沛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吴庆沛、朱晓东、吴庆友、夏波
波、刘素芝金融贷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苏 0322 民初 54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魏庙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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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1民初756号

薛向阳：原告张礼俊诉被告薛向阳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20)苏 0391 民初 756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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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461号

王成冬、何维元：本院受理原告朱
仁方与被告王成冬、何维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 0411民初 5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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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民初3368号

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赵宇、王卫：本院受理原告孙乃
勇、周琳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0)苏
099l民初336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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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赵才玲：本院受理原告朱华恩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2日
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 苏0302民初2139号

吕永超：本院受理原告于利与被告
吕永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苏 0302 民初 21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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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民初4949号

宋扣生：本院受理原告苏玉磊诉你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0117民初 4949号案
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应诉通知、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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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6158号

盛洪生：本院受理汤彩霞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 0106民初 6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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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 苏1002民初1613号
禹发国：本院受理原告兰雪芬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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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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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213民初5741号

无锡卿源精密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无锡马财物资有限公司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0） 苏0213民
初 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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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民初13491号

林国德：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林国德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
庭直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
家巷 21-1 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90号

凌强：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凌强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庭直
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30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家巷
21-1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89号

徐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徐红军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
庭直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
家巷 21-1 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71号

仰晓梅：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仰晓梅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
庭直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
家巷 21-1 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65号

朱金林：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朱金林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
庭直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
家巷 21-1 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62号

张雁：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张雁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庭直
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30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家巷
21-1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458号

张军：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张军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法庭直
播告知条款、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30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俞家巷
21-1号)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 苏0481民催1号

申请人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因 银 行 汇 票 遗 失 ， 票 号 为 10200042/
20713347，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该张
汇票收款人为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溧阳市支
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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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溧阳市人民法院

（2020） 苏0192民初3769号
曺佃立：本院受理原告朱堂梅诉被

告曺佃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 （2020） 苏 0192 民初 3769 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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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2020)苏0830民初3514号

马玉兵、徐启梅：本院受理的原告
王玉成与你们、陈厚柱追偿权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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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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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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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0） 苏0830民初4065号

朱敏：本院受理原告金晶诉被告朱
敏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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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表和证据材料等。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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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盱眙县人民法院

（2020） 苏01民再160号
陈金国：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蔡海水

与原审被告陈金国、程书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 苏 01 民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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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苏1311民初4626号

褚心愿：本院受理原告靳宏艳诉被
告褚心愿、江苏运河置业有限公司等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苏1311民初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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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2020） 苏1311民初5169号

褚心愿：本院受理原告李加军诉被
告褚心愿、江苏运河置业有限公司等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苏1311民初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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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民终11264号

李金林：本院受理上诉人齐余学与
被上诉人李金林、周慧慧、谷春香债权
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案件程序事项告知书、
五个严禁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院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 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23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苏0115民初3061号
南京浩川建材有限公司、高为凯、

高为科: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益豪建设有
限公司诉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 （2020） 苏 0115 民初 306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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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1民终11020号

夏辰亮：本院受理上诉人上海赢信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南京何国
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夏辰亮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 时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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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苏0305民初3935号
孟亮、胡卉、孟永：本院受理王广

雷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 苏0305民
初393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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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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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305民初1251号

王昌威：原告郭方方诉被告王昌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 苏 0305 民初
125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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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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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2020 年，南通市政法战线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中
央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的部署
要求，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平
安、法治、信访“四个责任制”为
龙头，狠抓平安、法治、智能化、
队伍“四大建设”，各项工作扎
实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南
通市荣获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建设试点城市。2020
年该市群众安全感达 98.96%，
位列全省第二。群众对政法队
伍的满意率达 96.61%，也位列
全省第二。

六个“更”展现担当

服务大局更有力。全力参
与疫情防控，发挥“大数据+网
格化+铁脚板”的机制优势，依
法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2万
多名政法干警、辅警，1 万多名
网格长（员）参与防控，共同筑
牢第一道防线。靠前服务企业
项目发展，积极主动投身“争当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先
锋”新实践。依法打击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出台“十年禁渔司法
行动方案”，开展对违法违规

“小化工”、非法金融活动的专
项治理。

平安环境更稳固。健全国
家安全工作体系，建立市委书
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平安南
通”建设领导小组，开展重大社
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专项行
动，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海进博会
等重大活动期间的安保任务。
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收官决胜战，强化科技创新，有
效推进“案件清结”，其做法在
全省作交流。截至2020年12月
底，全市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
黑犯罪组织 13 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 56 个，对涉黑涉恶人员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有 5169 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黑恶犯罪资产
36.9 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涉黑涉恶案件计 98 件 704
人；法院一审判决涉黑涉恶案
计98件704人。

社会治理更创新。在全省
率先建成市、县、镇三级联动、
实体运作、统一调度的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市、县两级均由
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社会治理现
代化建设领导小组“双组长”。
整合网格化、12345、数字城管
和大数据管理等工作职能，汇
聚 4470 项数据视频资源，创新
打造市域治理“智慧中枢”。紧
扣“提质增效”要求不断强化专
属网格建设、网格规范管理考
核、“网格+”融合机制创新，扎
实推进“三官一律”和基层辅助
力量进网格，大力推进“网格+
警格”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南通
特色的“平安前哨”工程，全省

“平安前哨”工程建设现场部署
会在南通市召开。

法治实践更深化。“一支队
伍管执法”的做法入选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社区矫
正“矫务长制”在 11 家司法所
首批试点。出台《关于南通政
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方
案》，大力推进执法司法规范
化建设，强化执法司法监督，
办案质效稳步提升，行政案件
集中管辖做法被誉为跨区划
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南通样
本”。全覆盖开展“七五”普法
市级评估验收，积极策划开展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宣传普及活动。

智慧政法更便民。推进
“雪亮工程”实战性和实用性，
汇聚 26 个市级职能部门、186
家社会重点单位、11.4万个视
频监控资源，有效构筑安全防
护网。自主研发“支云”远程网
络庭审系统，构建“支云”全新
送达体系，在看守所建设无接
触科技法庭。开发“易肇事肇
祸精神障碍患者监测分析”

“危化品全流程监管”“群租房
智能管理”等数据赋能应用系
统，构建长江智慧防控系统，
有力攻坚化解治理难题。

政法队伍更优化。组织开
展《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四学四进”活动，建立《条例》
“1+8”落实机制，市委出台《关
于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 的实施办法》，代表全
省地市级政法委接受中央有关
部门督查。推行队伍建设“六
强工程”，全系统开展“跟班
先进找差距、攒足发展精气
神”活动，有效激发干警拼搏
精神。疫情防控中，8 名政法
干警和 1 家政法单位受到省级
表彰。

五个“新”突显作为

今年，南通政法部门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
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以建设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合格城市为牵引，不断提升平
安法治南通建设水平。

聚焦风险防控，在维护安
全稳定上展现新作为。严格落
实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健全完善平安南通建设工

作领导体系，健全扫黑除恶常
态化推进机制，加强对道路交
通、群租房等重点领域的安全
监管，不断提高群众的安全感。

聚焦发展大局，在优化政
法服务上落实新举措。健全完
善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实体经
济、项目建设、长江大保护等
工作措施，深化政法机关“放
管服”改革，精准打击涉企违
法犯罪，进一步落实好平等保
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等各
项举措，不断做优法治化营商
环境。

聚焦试点建设，在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上提升新水平。
紧扣争创“试点合格城市”目
标，积极探索政治、法治、德
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
社区综合治理体系，推进市、
县、镇三级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实战化建设，加快新一代

“ 雪 亮 技 防 工 程 ” 建 设 。 以
“ 平 安 前 哨 ” 工 程 建 设 为 基
础，深化“全要素”网格建
设，构建“网格吹哨、部门报
到”治理新格局，打响网格治
理“前哨”品牌，在精细化服

务群众、精准化治理社会方面
更上层楼。

聚焦公平正义，在加强法
治建设上谋求新突破。推进刑
事、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
措施落实，加强诉源治理和多
元解纷，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
效。加快推进与执法司法权运
行模式相适应的制约监督体系
改革和建设。全面启动“八
五”普法，精心策划开展民法
典系列普法活动，完善“以案
释法”的方式方法，增强全民
的法治信仰。加快推动法治宣
传教育中心、国家安全教育中
心、反邪教育基地“两中心一
基地”建设。

聚焦队伍建设，在从严治
党管警上推动新进步。深化“六
强”工程，完善党员干警“下沉
一线”、当好“八大员”长效机
制。全面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健全全面从严管警治
警机制，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
督查巡查，确保干警清正、队伍
清廉、司法清明，持续提升群众
对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的满意
率。

雅周镇是海安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诞
生地，多年来，他们坚持用好用活黄桥革命老区红
色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探索推进“平
安前哨”工程建设，努力把网格打造成发现风险、消
除隐患、保障稳定、促进发展的第一感知触角。2020
年，雅周镇网格员知晓率、满意率分别为 95.01%、
95.04%，公众安全感100%，均居海安市第一。

激活联动“智慧哨台”

走进兴雅社区的“平安前哨”工作站，4名着统
一服装的专职网格员刚刚完成网格巡查，在“网格
通”上报了发现的苗头性问题，他们身旁的电子显
示屏上显示着社区 22 个治安探头的实时监控画
面。

“平安前哨”工程实施以来，雅周镇坚持“五统
一”建设标准，推行村级网格办和警务室一体化建
设，即网格员统一着装、统一使用“网格通”、统
一配发巡逻车、工作站统一接入技防监控系统和
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应用平台，统一制作人员公
示栏和便民服务卡。推行联席会商常态化、信息
交换常态化、治安联防常态化、组团服务常态
化、矛盾联调常态化“五个常态化”警网融合工
作机制，网格员和民警职责任务清晰、补位但不
缺位。紧盯“人房物地组织”等各类社会治理基
础要素，打通警网数据壁垒，开展大数据碰撞比
对，为基层治理提供精确支撑。

锤炼战场“全能哨兵”

“过去网格员承担的责任范围比较宽泛，人员
比较分散，导致一些事件处置不够及时。现在整合
了基层辅助力量，有了‘巡办分离’机制，再通过一
系列专业的培训，我们专职网格员的业务水平越来
越高。”

去年，雅周镇按照平均每个网格 1500 人左右
的标准，结合道路、河流以及原有城管网格、环保网
格的边界，将原有的68个网格优化调整为49个，选
拔 36 名优秀的辅警进入网格员队伍，实现专职网
格员全覆盖。组建政社局、派出所、综合执法局等部
门共同参与的培训队伍，对标47项159条网格化服
务管理项目的《职责清单》，开设网格学堂 6 期，对
专职网格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严明考核奖惩，
定期通报村居和个人的工作情况，增设转隶网格员
绩效考核奖 1000元/月，由网格办和派出所进行考
核。开展“最美网格员”“优秀网格事件”等评选活
动，及时固化经验成效。

打响治理“吹哨实战”

“如果没有小陆他们，我这点养老钱就全没有
了。”家住鸭湾村的谢大爷说。

在 2020年 11月的一次例行巡查中，网格员陆保卫发现有可
疑人员租借谢大爷的院子，向村里老人高价兜售保健品。陆保卫
与驻村辅警合力，帮助村民挽回损失，并对村民进行了有针对性
的宣传教育。

各村“平安前哨”工作站定期组织专兼职网格员、物业、平安
法治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义务巡逻、普法宣传等“邻里守
望”活动，关注关心网格内特殊人群，帮助他们融入网格大家庭。
2020年以来，雅周镇派出所接处非警情类案件同比下降7.8%，全
镇未发生因矛盾纠纷调处不到位引起的民转刑案件。

“治乱绳，不可急。我们会用好‘平安前哨’工程这个抓手，持
续推进‘警网融合’机制，为社会治理贡献更多的‘雅周智慧’。”雅
周镇党委书记鲁斌表示。

征 途 漫 漫 惟 有 奋 斗
—— 南 通 政 法 回 眸 与 展 望

□本报通讯员 刘 祎 本报记者 陈广娟

海安雅周守

﹃
平安前哨

﹄
护一方安宁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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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1 日，南通仲裁委如东办事
处办公新址正式揭牌。南通仲裁委副主任薛

谦，如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小军共同
新揭牌。 □卢维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