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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苏1003民初974号
朱莲英：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登
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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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5830号

徐伟东：本院受理原告赵德成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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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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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苏0322民初6145号

江苏广通和达建设有限公司：原告
张典军与被告江苏广通和达建设有限公
司、江苏财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
明正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苏
0322 民初 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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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282民催2号

申请人宜兴市宜城街道天扬建材经
营部因遗失所持有的出票行为无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的银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32827474，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2月28日，出
票人为宜兴市湖盛兴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宜兴市通蜀兴陶商贸有限
公司，经转让现持票人为宜兴市宜城街
道天扬建材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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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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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5353号

李世强：本院受理原告何菊秀与被
告李世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1
民初5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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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民初1006号

李春环：本院受理原告许西财与
你、韩明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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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1191民初1481号

李忠：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与被告镇江市惠
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永卫、赵美
珍、李忠、刘英、陈金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1191民初 1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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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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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2民初7980号

蔡金海、刘红芳：本院受理宋建艮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无法查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20)苏 0282 民初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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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37号

洪浪：本院已受理原告朱伟田与被
告洪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定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1)苏 0923 民初 37 号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期顺延)在阜宁县人民法院第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5413号

郝允畅：本院受理原告刘永祥、刘
文婧与郝允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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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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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号

张道亮：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明与被
告张道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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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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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亚伟：本院受理原告汤亚龙与被

告汤亚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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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1 年
5月28日下午15时在阜宁县人民法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1191民初546号

南京坤维门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镇江新区大港光明五金厂与被
告南京坤维门窗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1191 民初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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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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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民初3651号

刘云雷：本院受理原告张辉、王进
文诉你欠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1002 民
初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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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412民初517号

常州冶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吴云
峰：本院受理原告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
中心诉被告常州冶绿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吴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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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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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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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003民初535号

朱久凤：本院受理原告杨芳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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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下午 2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395号

陆俊：本院受理原告曹承烨诉被告
陆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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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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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191民初492号

许涛：本院受理原告夏丽诉被告许
涛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证据材料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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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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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昌第
一法庭 （镇江新区平昌路 135 号 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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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民初4111号

江苏千丛建材有限公司、吴跃斌：
本院受理原告扬州顺拓商贸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1003民初 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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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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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191民初640号

环佳飞：本院受理原告解建发与环
佳飞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
环佳飞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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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苏1291民初407号

李彭林、中财盛建设工程泰州有限
公司高港分公司、中财盛建设工程泰州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新华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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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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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1107号

伍燕萍：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国民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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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民初2374号

孙敏：本院受理原告严巧云诉你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0)苏 0991 民初 2374 号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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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282民初9170号

王涛：本院受理的邹洪亮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苏 0282民初 9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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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081民初137号

李文娟：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
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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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411民初574号

黄宏建：原告新北区三井爱家家具
店与被告黄宏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五个严禁、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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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2392号

卞利国：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受

理原告陆积庆与被告江苏万镇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卞利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上诉人江苏万镇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就(2020)苏 1003民初 2392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1)苏1081民初136号

杨国凤：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
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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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仪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22民初575号

李元庆(曾用名：孙玉永)：本院受
理原告沈兆广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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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2938号

孟建：本院受理原告吴英中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22 民初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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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7号

任宪明：本院受理原告刘全杰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苏 0322 民初 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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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2民初12132号

储丹：本院受理的黄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黄恺起诉你要求归还借款
7.5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以年息 6％计息)，因通
过正常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
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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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897号

南京徐港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上海飞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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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俞家
巷 21 号)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850号

付勇：本院受理原告王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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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审判信
息查询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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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604号

宋鲁弟：本院受理原告赵小威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相关证据
复印件、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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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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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鼓楼区郑和中路 20 号)第四
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2民初1066号

松原市汇鑫洗浴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南京享自游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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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1020号

张和平：本院受理胡辛慧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离婚；婚生子由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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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
六十三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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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104民初1224号

南京苏邦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南京深度环境景观有限公司与被告
南京苏邦建材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独任普通程序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0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俞家巷 21-1 号二十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3186号

沈迎春：本院受理原告赵斌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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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证据复印件，民事裁定书，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结果及期限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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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
淮区俞家巷 21-1 号)第一法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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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民初66号

戴高峰：本院受理原告施月娥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与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案件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
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0213民初7163号

周奔：本院受理朱存芳与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苏 0213 民初
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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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282民初1650号

赵华：本院受理原告史杏清与被告
赵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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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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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张渚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宜兴市人民法院

（2021） 苏1002民初810号
江丰、尹欣、扬州市荣笙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郑浩：本院受理原告倪殿富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与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案件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3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苏0213民初7917号

程养吾：本院受理崔彐飞与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苏 0213 民
初 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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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民初4767号

江苏飞耐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中实会祥(北京)春节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诉你著作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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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305民初283号

祖庆选、刘练：原告史海朋与被告
祖庆选、刘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
苏 0305民初 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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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晶）
近日，常州市新北区司法局
积极组织后续照管对象开展

“弘扬雷锋精神 塑造美好
人生”主题活动，教育引导
他们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争做对社
会有益的人。

服务社会比奉献。组织
照管对象与工作人员一起走
进社区、校园、企业，开展
禁毒戒毒宣传，讲述毒品危
害、发放禁毒画册、分分享
戒毒经历，提高社会群众识
毒拒毒防毒意识能力；在红
绿灯口维护交通，劝导机动
车礼让行人、行人走斑马线

等 文 明 交 通 行 为 习 惯 的 养
成；发放“学习雷锋”倡议
书、环境保护宣传单，开展
扫马路、捡垃圾等社区卫生
清洁活动，为维护社会和谐
美丽贡献力量。

热心公益献爱心。组建
社会公益志愿服务队，赴龙
虎 塘 街 道 残 疾 人 之 家 开 展

“一路相伴、助残关爱”公益
活 动 ， 帮 助 残 疾 人 清 洗 轮
椅、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帮助残疾人解决生活困难；
赴敬老院开展“微笑与老同
行”公益活动，“一对一”为
老人推轮椅、搀扶走路，提
高爱老意识和爱国情怀。

遵纪守法讲规矩。组织

照管对象走进社区、广场、
超市等地，开展“民法典与
生活同行”主题活动，通过
发 放 资 料 、 个 案 分 享 等 形
式，学习宣传物权、合同、
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等
民法典知识，督促自己时刻
遵纪守法，引导群众掌握和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3月 5日，在第 58个“学雷锋纪
念日”暨第 22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
服务日”到来之际，省宜兴戒毒所
团委积极组织青年民警赴宜兴市丁
蜀镇正新小学开展“爱心捐助，助
力成长”暨禁毒戒毒志愿宣传服务
活动。

三天收到捐款 1 万余元，
捐赠图书500余本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的善
行哪怕是一束星火，也会点燃孩子
们未来喷薄的黎明；您的义举虽然
是点滴温情，却依然能够成就您高
尚的人生境界。”活动前夕，省宜兴
戒毒所团委发出捐款倡议书，号召
全所民警职工，特别是青年民警职
工，为正新小学的农民工子弟捐款
捐书，献上一片爱心。

正新小学是一所纯农民工子弟
（流动人口） 学校，学生的家境大多
不富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宜
兴戒毒所团委号召民警职工行动起
来，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献上自己

的爱心。
“这些都是我家小孩上小学时的

课外图书，还有一些作业本等学习
用品，希望把这些送给那些有需要
的孩子。”在集中捐书仪式上，民警
黄莉提着两大袋图书来到了现场。

“能不能找一个家庭困难的学
生，由我来进行结对帮扶？”民警徐
嘉栋这样问。在活动现场，还有许
多民警也表示出愿意结对帮扶家庭
困难学生的意愿。

2 月 22 日至 24 日，仅仅三天时
间，该所民警累计捐款10626元，捐
赠图书、作业本等学习用品 500 余
本。

多一份爱心，困难学生求学
路上就多了一份信心

“有了你们的爱心捐助，这些家
庭困难孩子的求学路上就多了一份
信心，真的十分感谢戒毒所的各位
民警。”在捐助活动现场，正新小学
的老师对省宜兴戒毒所的民警职工
代表连声道谢。他告诉记者，正新

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主要接纳在
丁蜀镇及附近打工的外来民工的孩
子，目前学校共有来自全国 17 个省
市的600多名学生。

“感谢警察叔叔阿姨！我们一定
好好学习，以实际行动报答你们的
爱心。”收到省宜兴戒毒所民警职工
的爱心捐赠后，孩子们十分懂事地
纷纷表示内心的感激。

3 月 5 日上午，省宜兴戒毒所民
警职工代表一行8人走进正新小学开
展爱心捐助活动，先后为100余名特
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学习用品和图
书，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努力学
习，回报社会。

“他们的教学条件跟城市学校的
条件差了很多，也跟我们自家孩子
的学习条件有很大差距，但这里的
孩子学习劲头很足，值得大家学习
和称赞。”赴学校实地开展爱心捐助
活动的民警职工代表感慨地说。

省宜兴戒毒所党委副书记、政
委金文忠表示：“我们戒毒所地处比
较富裕的苏南宜兴，民警的家庭条
件相对比较优越，青年民警大多没
吃过苦。戒毒所团委开展捐资助学
公益活动，就是想让这些青年民警
多些体会、多些感悟、多些实践，
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尽力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禁毒宣传教育，他们更感
兴趣，也最需要

“认识毒品危害，一生远离毒
品。”爱心捐助活动结束后，他们还
组织100余名学生参加禁毒戒毒志愿
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民警代表
带领孩子们举起右手集体宣誓。

“禁毒戒毒宣传教育，对孩子们
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他们十分渴
望了解这方面知识，对禁毒戒毒工

作很感兴趣。此次与省宜兴戒毒所
联合开展禁毒戒毒志愿宣传活动，
不仅教育孩子们自小树立‘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理念，还可以通过
他们将禁毒戒毒知识传递到每个家
庭，这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以
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是十分必要
的。”在禁毒戒毒宣传现场，一位老
师对记者说。

“警察叔叔，这个像茶叶的东西
也是毒品吗？”“是的，它叫阿拉伯
茶，又叫恰特草，产于非洲⋯⋯”
在活动现场，民警一边拿出手机扫
描毒品模拟样品上的二维码，一边
对孩子们讲解道。通过视频讲解，
让 孩 子 们 迅 速 了 解 这 种 毒 品 的 危
害。

在开展禁毒戒毒宣传之前，省
宜兴戒毒所团委根据小学生的身心
特点，购买了毒品模拟样品 50 余
种 ， 分 别 配 备 二 维 码 视 频 讲 解 功
能，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毒品
知识，学会防毒拒毒、远离毒品。
金文忠告诉记者：“今年宜兴戒毒所
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将群团工作
融入地方，有效发挥青年民警的积
极作用，利用场所禁毒戒毒资源，
切 实 推 进 禁 毒 戒 毒 宣 传 教 育 进 学
校、进社区、进家庭，不断提高青
少年学生及广大干部群众的禁毒、
防毒、拒毒意识。”

据了解，截至今年2月底，在宜
兴戒毒所党委的支持下，该所团委
积 极 组 建 包 括 共 青 团 员 、 青 年 民
警、专业骨干、有志于禁毒戒毒宣
传的其他民警职工的禁毒戒毒宣传
志愿者队伍，充分运用戒毒所内和
常州后续照管站的有利资源，深入
地方开展禁毒戒毒志愿宣传服务，
为构建“全民禁毒、社会共治”新
格局贡献积极力量。

回到家里，她们是父
母疼爱的娇女，是丈夫呵
护的贤妻，是儿女心中的
慈母；但在戒毒所里，她
们则是坚强的戒毒人民
警察。她们身穿藏蓝的警
装，在每一次坚守与奉献
中，用无疆的大爱播撒着
欣 欣 向 荣 的 春 之 希 望
⋯⋯

三八妇女节前夕，省
女子戒毒所举办以“巾帼
筑梦，她绽芳华”为主题
的美文诗歌朗诵会，美丽
的女警们通过“‘她’声
音”，展示了美丽而坚定
的内心世界。记者走进活
动 现 场 ，倾 听 她 们 的 声
音，了解她们的故事，深
深地感受那抹藏蓝所闪
耀的女性之光。

忠诚坚守无私奉献

省女子戒毒所现有
女民警 230 人，其中党员
民警占比达 80%。在推动
疫情防控和戒毒工作高
质量发展“双胜利”的过
程中，该所涌现出全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曹梦鑫、省级机关优秀
党务工作者孙浩、司法部
抗击疫情个人嘉奖获得
者刘晨等一批先进典型。

她们在“红色思政课”“厚重历
史课”“闪光仪式课”“星星微党课”
等特色理论学习品牌中坚定理想
信念；她们在“红旗支部”创建、“我
是党员我先上”等活动中，充分发
挥“巾帼力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她们在“我是党课主讲人”“红色荐
影”“红色朗读者”“我想对党说”等
专题微视频中激发党建新活力；她
们在“党旗引领警旗，勇担职责使
命”“学训词铭警心践使命”等主题
党日活动中砥砺坚强党性⋯⋯

疫情防控期间，该所有30多名
民警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6 名入党积极分子被列为发展对
象，1 名发展对象被吸收为预备党
员，一大批年轻的新鲜血液的加
入，使该所党的建设更加有力量。

作为戒毒女警，工作的特殊性
意味着她们要付出更多。据统计，
在省女子戒毒所，“双（军）警”家庭
共有 68 人，错时回家、见少离多是
她们的生活常态。她们用夜以继日
的坚守和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诠
释初心使命，始终让党旗高高飘扬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圆满完成封闭
执勤任务，有效实现戒毒场所疫情

“零输入”“零感染”。

科学专业用心用情

针对女性戒毒人员情
感细腻、心思缜密、思想隐
蔽等特点，在帮助戒毒人员
戒除毒瘾、回归社会的过程
中，女警们的科学专业用心
用情体现在日常工作点滴
中。

“女性爱美爱生活，我
们用好艺术对心灵的熏陶，
将 艺 术 融 进 科 学 戒 治 之
中。”自 2007 年启动艺术戒
治以来，省女子戒毒所的女
警们创造性地设置“5+2+
2”艺术戒治课程，总结摸索
出创作、排练、表演三个阶
段的渐进式戒治方法，帮助
戒毒人员在日常排练、意志
训练、舞台表演过程中反思
过去、磨练意志，坚定戒毒
信念。近年来，从该所文艺
宣传队解戒回归社会 200
多人，戒治操守保持率达
70%以上。在戒毒矫治的实
践中，该所还积极加强与大
专院校合作，通过经颅磁刺
激治疗、曼陀罗涂色疗法、
阅读疗法等优势项目的引
进和使用，切实增强戒毒矫
治的科学含量，也让女警们
在科学规范戒毒的路上走
得更自信更专业。

服务社会彰显担当

女警们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社会责任积极行动，充分发挥
司法行政戒毒机关服务社会的作
用。

成立于2007年的“点点微光指
引迷途”禁毒宣传志愿服务队，在
长达13年的社会禁毒戒毒宣传中，
通过专题讲座、互动教学、情景模
拟等方式，平均每年走进校园开展
禁毒戒毒宣传近10次，禁毒戒毒宣
传覆盖人数达3000人次，在共同创
建无毒学校、无毒社区、无毒社会
中彰显戒毒女警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防控期间，女警们还充分
利用“云上视频”，在线分享禁毒戒
毒知识“干货”。今年三八节前夕，
在新一轮“文明结对”中，省女
子戒毒所的女警们来到淮安结对
帮扶薄弱村，通过走访慰问，把
温暖传递。“寒冬送温暖 关爱在
行动”志愿帮扶活动有她们，法
律咨询现场有她们、文明共建有她
们，脱贫攻坚有她们、“六一护苗”
行动有她们⋯⋯她们的身影让人
暖心又安心。

那抹藏蓝闪耀的女性之光

□本报记者

郑

弋

本报通讯员

刘晓燕

新北照管对象学习雷锋精神重走人生路

宜兴志愿服务传递爱心助成长
□本报记者 郑 弋 本报通讯员 王建伟

孩子们在民警的指导下了解毒品的危害，树立“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