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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324民初2409号
高报：本院受理原告高德刚与被告

高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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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睢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3459号

陆有明：本院受理原告杨洪玖你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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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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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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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1734号

周世峰：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楼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1732号

时佳佳：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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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楼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1729号

顾中兵：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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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楼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1731号

柏建国：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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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楼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1)苏0923民初49号

王云：本院受理原告刘锋与被告王
云、邓龙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苏
0923 民初 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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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0411民初6912号

常州腾达塑料容器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钱华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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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民初 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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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双
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侵害消费者权益
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0)苏 02 民初 669 号民事
判决书。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至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未领取的
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判决。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苏0411民初1495号

孙和建、洪娟：本院受理的陈玉兴
与孙和建、洪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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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一楼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21)苏0902民初1671号

孙菊香、吴竹林：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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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1)苏0412民初164号

江苏赑星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0412 民初 2439 号民事判决及上诉须
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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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82民初6054号

季超、杜秋梅：本院受理原告张文
友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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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 民初 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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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2949号

南京东悦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南京力派工贸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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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程序事项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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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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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市秦淮区光华路 41 号)第十八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6民初3071号

凌心：本院受理原告李悦茜诉你及
徐信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106
民初 30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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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1)苏0104民初5457号

南京长安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
理梁明与你、南京市白下区城镇建设综
合开发总公司第三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
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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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光华
路 41 号)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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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4号

栾福才：本院受理原告丁国安与被
告栾福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13114 号民事判
决书、执行提示、民事裁定书、保全期
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执行提示、民事裁定
书、保全期限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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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104民初5419号

冯长红：本院受理原告陶金红与被
告冯长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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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审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答辩期限、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30
在本院第一法庭(南京市秦淮区俞家巷
21 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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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3号

黄秀芳：本院受理原告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与被告黄秀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1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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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112民初1352号

兰德海：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华通动
力重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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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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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缺席裁判。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苏1112民初133号

孙国全：本院受理原告凌陶香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 1112 民初 13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宝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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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夏如杰：本院受理原告蔡宇诉你与

吴文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领取
位于镇江市丹徒区姚庄舒苑 21 幢 1702
室房屋产权证，并将该房产过户登记至
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诉责险保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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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苏1081民初1493号

侯永林、薛秀珍：仪征市人民法院
受理原告马万云与被告侯永林、薛秀珍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 1081民初 149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陈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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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081民初1492号
侯年华、侯永林：仪征市人民法院

受理原告马万云与被告侯年华、侯永林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 1081民初 149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陈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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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283民初1327号

泰州君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已经受理原告叶小军、叶帅与被告泰兴
市安联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 1283民初 1327号起诉状
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院
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9：30在济川法庭第四审判庭(燕头派
出所对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泰兴市人民法院
公 告

南京美行嘉人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
公司 （原南京鼓楼怡华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限公司)：我委对你单位超范围开展
诊疗活动一案依法作出警告、罚款一万
五千元、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行政处罚。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
位送达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你单
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南京市鼓楼区
卫生监督所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
60 号） 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机关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南
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 6 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起
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南京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5月20日

为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最
大程度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海
安市消防救援大队精心组织，多形
式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
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升
应急能力。

海安市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消防
指战员、消防志愿者深入机关、家
庭、企业、社区、学校等单位开展
灭火逃生及紧急避险疏散演练，结
合不同场所易发生事故类型特点向
群众详细讲解、演示防火灭火和逃
生自救知识。加大消防站、科普教
育基地对外开放力度，组织社区群
众、外来务工人员、中小学生、企
业员工等各层面分批量进行参观学
习，切实做到零距离接触消防、感
受消防、体验消防，有效提升群众
防范火灾、逃生自救的各项技能。
所有消防救援站进一步完善灭火救
援预案，开展视频实战拉动、视频
实操考核和实操实训，同时注重发
挥单位微型消防站的战斗力，将单
位微型消防站纳入联勤联训实战演
练阵容，有效提高单位自防自救能
力水平，全面筑牢全市防灾减灾救
灾防线。

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
“防灾减灾”消防公益广告，发送
安全提示信息，海安市消防救援大
队普及了逃生自救知识技能，提高
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素质，营造良
好的消防安全环境。公交电视、户
外视频、楼宇电视、大型电子显示
屏等媒介，每天滚动刊播消防警示
教育片及各类消防公益广告宣传
片。官方微信、微博、抖音、手机
短信等自媒体平台，每天向目标群
体和社会公众推送防灾减灾常识，
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营造了全民关注防范火灾，全民参
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海安市
消防救援大队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主动深入政府、行业部门开展实地
调研工作，逐一建立“隐患、整
改、责任”清单，依法推进防灾减
灾工作。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3
年行动，针对大型综合体、商市
场、学校、医院、宾馆饭店、高层
和地下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
展隐患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火险
隐患，及时通报有关单位、住户和
个人，并督促落实整改治理措施，

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广泛发动辖区
网格员、网格长深入家庭、社区、
学校、农村、社会单位，通过帮助
查找家庭用火用电、安全疏散等方
面的火灾隐患，指导社会群众对部
分楼梯、阳台堆放杂物，小区占用
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上锁等隐患
进行集中处理。

联合教育部门对全市中小学校
的教学楼、宿舍、食堂等易发生火
灾事故的建筑，制定切实可行的逃
生路线和疏散方案，并组织全体师

生开展疏散逃生自救演练，从而使
广大师生在出入公众场所时能注意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灭火器材摆
放位置，熟练掌握基本逃生技巧，
确保师生在紧急情况下能安全、有
序疏散。各高校、中小学认真组织
疏散逃生自救演练，教学楼、宿舍
突然“浓烟滚滚”，警报声震耳欲
聋，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们按
照逃生路线和方法，体验了“火
海”逃生，提高了师生实战能力。

（单仁勇 文/图）

海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防火+宣传”筑牢前沿阵地

为 深 入 推 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
进 一 步 教 育 引 导
广 大 群 众 增 强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 海
安 市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深 入 社 区 发 放

“消防安全知识手
册”等宣传单。

5 月 12 日 15：01，常熟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常熟市富华路马大桥沙场一辆货车发生侧翻，现场有一人被沙
土埋压，情况十分危急。在救援过程中，为避免给被困人员造成
二次伤害，滨江消防救援站站长庄彦武、战斗班长邹国栋、专职
消防员刘光勇直接用手清理沙土，并不停高喊“大哥坚持住”，激
发其求生欲望。15：31，他们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送医治疗，三
名救援人员才感觉双手疼得厉害，才发现手套都被割破，双手早
已伤痕累累。

□侍鹏程 摄

5 月 12 日下午，海安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暨“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向群众详细讲解了日常防火、火场疏散逃生、灭火
器和消火栓连接水带使用方法等相关知识，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现场实操。

海安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墩头镇中心幼儿园开展“防灾减灾”消
防安全宣传活动，小朋友们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学习消防知识、体验
消防装备，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5 月 12 日上午，建湖县消防救援大队积极组织“5·12”全
国防灾减灾安全宣传活动，大队宣传员为过往群众发放消防安全
提示单，并详细讲解日常防火常识。 □许新慧 摄

响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召开消控室联网检查无信号单位整改推
进会，剖析了消控室联网监测系统无信号的多种原因，逐家听取各
单位整改情况汇报，并提出整改要求。 □宋志骏 马福皎 摄

近日，淮安市召开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
会，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有效提升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
平。 □孙浩宇 摄

近日，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荣
获“2020 年度全市信息化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

2020 年，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高度重视政务信息化建设工作，紧抓
信息化发展机遇，在政务网络、政务数
据交换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
有效的工作。

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履行好自然资源
“两统一”职责的重要途径，东海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推动职能整合，履
行好自然资源核心职责，用信息化促进
自然资源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

合。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筹“一
张网”建设，按照“上下贯通、横向连
通、整合优化、集中管理”的思路，建
设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一张网”。完
成 OA 办公系统建设，实现手机端和电
脑端系统公文信息同步。

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自主开
发了首套房查询软件，初步实现了系统
之间数据共享。并跨部门研发契税发票
管理系统；做好涉及网络、数据、应用
等内部管理建章立制工作，为信息化工
作快速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赵保新 徐允志 窦倩）

连日来，盐城市大丰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组织安监人员来对全区在建建筑
工地开展平安工地创建巡查，检查工程
项目质量安全管理现场和平安工地创建
措施落实情况。

今年以来，该局围绕平安大丰建设
目标，扎实开展平安工地创建工作。健
全安全责任体系，制定“盐城市大丰区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有针对
性的落实防范性措施。对辖区在建高层
建筑及工地内宿舍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
面排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已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

知单 110 份。同时，每季度邀请第三方
检查机构对全区的在建工程进行的安全
检查，健全工程重大危险源管控机制，
实行排查、整治、销号闭环管理。推进
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由银行
按月代发，从源头上治理欠薪问题。目
前，该区新建工程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全覆盖，保障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做
好建设工程领域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 （葛顺明）

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司法所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以人民群众满意作为队伍整
顿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满
意评价作为教育整顿成果的重要检验标
准，让群众不再有“操心事、揪心事”。

家住张集镇某村的范某与刘某是邻
居，双方因相邻权纠纷发生矛盾，调解
员采用逆向调解和正面讲法的方式，做
到以理服人，双方当事人终于化解了心

中的怨气。
这次矛盾纠纷的化解是张集司法所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一个缩影，
张集司法所“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
所想”，用“情与法”的交融，传递司
法温度，切实解决群众的矛盾问题，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

（鹿晓芬）

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合信息化建设获全市先进

大丰区住建局

巡查工地安全创平安

铜山区张集司法所

逆向调解正面讲法化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