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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陕0116民初8281号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西长安街169号丁斌

（身份证号码612522198403182636）：本院
受理原告张合诉被告丁斌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陕0116民初82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细柳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2021）陕0404民初2877号之一

杜 博 飞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10404199110135013）：本院受理原告王斌
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404 民初
2877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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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404民初2901号

张建国、张贤惠：本案受理的原告陕西咸
阳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
建国、张贤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0404
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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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8822号

贾冬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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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0102
民初8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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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8816号

周彩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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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0102
民初8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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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2811号

陕西兜兜姐鞋业有限公司：原告西安铭创
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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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1）陕
0102民初12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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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5907号

李娟：本院受理原告杨生明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
融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5906号

高丽芳：本院受理原告杨生明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金融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5608号

崔守信、陈保卫、王庭山、郑绪胜、郑绪镇、
张霖、崔守义、李文玲、刘大年、李福安：本院受
理原告郭应洲、孔玉成诉你们股东出资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6908号

姜山：本院受理原告淄博旷成商贸有限公
司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陕0102民初690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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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3837号

宋记海：本院受理原告林国助诉你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
司法公开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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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15民初4638号

蒲昭：本院受理陕西万嘉钢构装饰有限公
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0115民
初46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马额法庭（104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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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15民初5848号

西安骊山十三花民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西安曲江恒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即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104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王向阳：本院受理原告李永放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115民初4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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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王心满：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临潼区支行诉赵兴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答辩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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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杨雪梅、周芝宇：本院受理西安市临潼区

雨金协议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陕0115民初5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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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14民初1186号之一

高有心、姚喜玲：本院受理原告陕西秦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阎良支行起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0114民初118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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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14民初677号之一

冯双进：本院受理原告姜存英起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陕0114民初67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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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14民初1184号

朱芬：本院受理原告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阎良支行与你、被告毛丰年、
被告代国战、被告颜亚萍、被告刘运涛、被告王
原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
刘运涛不服（2021）陕0114民初1184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
杨涛（612321198607091771）：本院受

理原告陕西鼎茂农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陕0113民初13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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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杨彬（610526199005031355）：本院受

理原告李云鹏与被告杨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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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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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西影路法庭4
层第四法庭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年建平、刘养会：本院受理王保军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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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陕西省蓝田县人民法院
方 应 华 （ 身 份 证 号

340827197107121851）、西安龙锦瓷砖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码
91610122057144646X）：本院受理原告贾会
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判决被告西安龙锦瓷砖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白沙款200000元及利息。现公告向你送达
本院（2021）陕0122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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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蓝田县人民法院
王月：本院受理原告陕西蓝田农村商业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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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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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蓝田县人民法院
（2021）陕0113民初32545号

刘祥林：本院受理的原告西安市高新区
芸滇茶叶工作室诉被告刘祥林侵权责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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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和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8点 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漳浒寨街道办事处（昆明路
法庭）四楼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1567号

王森：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102 民初 1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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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2794号

王英杰：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102 民初 1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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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1549号

韩庆洪：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102 民初 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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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0102民初11570号

雷岩：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102 民初 1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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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林成：本院受理原告黄陵县就业管理局

（黄陵县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中心）与
被告林成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0632民初772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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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黄陵县人民法院
刘春垒：本院受理原告贾东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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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１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刘春垒：本院受理原告李淑梅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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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１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崔青山：本院受理刘世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陕 0825 民初 3002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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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张向军：本院受理刘世清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陕 0825 民初 3001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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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626号

乔瑞、王艳、李抗军、梁荡、贺建华：本院
已受理原告陕西榆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乔瑞、王艳、李抗军、梁荡、
贺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1、
依法判令被告乔瑞、王艳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40 万元及利息与罚息（从 2021 年
10 月 13 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
率 10.92%计算），截止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已产生利息93947.69 元、逾期利息40476.8
元，本息暂计 534424.49 元；2、依法判令被
告李抗军、梁荡、贺建华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原告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等）、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如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执行局
地下室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281号

张沛：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与被告张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应诉通知书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8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执
行区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276号

卢彩玲：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与被告卢彩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整（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执行区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王宏发：本院受理原告边万林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825民初6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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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刘伟：本院受理原告刘统先与被告刘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陕0802民初5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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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931、10098号

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刘
小平：本院受理（2021）陕0802民初9931号
原告任喜霞、刘彩兰等与被告榆林市榆阳区常
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刘小平等与公司有关的
纠纷一案，（2021）陕0802民初10098号原告
郑玉科与被告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刘小平、王鲜、武丕雄、张宏珍、折奋
刚、第三人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与公司
有关的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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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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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974号

刘念、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雷锦波与被告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刘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执行区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975号

刘念、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郑永会与被告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刘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执行区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966号

刘念、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黄德明与被告榆林惠腾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刘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执行区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802民初9193号

秦亮成：本院受理（2021）陕 0802 民初
9193号原告刘宝军与被告秦亮成健康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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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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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房小文：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刚与被告李涛

森、房小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陕0802民初3893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
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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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榆林市榆阳区人民
法院11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陕西驼城之家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曹艳与被告陕西驼城之家文化娱乐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陕0802民初6458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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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11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冯伟：本院受理原告吴佳俊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陕0402民初6024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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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2021）陕0402民初4961号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爱工艺品
店：本院受理梁铭洲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陕0402
民初49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陈杨寨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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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党建祥、魏彦霞：本院受理原告刘景伟诉

被告党建祥、魏彦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查找到你的下落，用其他方式又无法送达，
故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和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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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聂生：本院受理赵永涛诉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陕0825民初73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途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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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榆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
冯和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诉被告冯

和平及延安三恒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陕0602民初3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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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吴配配：本院受理原告高栓柱与被告吴配

配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陕0802民初59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榆阳区人民法院巴拉素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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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0426民初726号
张小丽：本院受理孙艳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0426民初72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陕西省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陕西省永寿县人民法院
刘建兵：本院受理原告延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梅、刘建兵、冯
小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陕0602
民初534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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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速裁庭
第十六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缺
席判决。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橙心优选（成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榆林

分公司：本委受理你单位与陈伟、尚志敏关
于劳动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案号：定劳人
仲裁字［2021］第 52号、第 53号，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定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宝鸡市汇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张敏侠、杨茹诉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等一
案（宝劳人仲案字〔2021）第551、552号）应
诉开庭通知书，经直送、邮寄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开庭时间，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及
时前来领取申请书副本，提交答辩书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本委定
于 2022 年 2月 8日 9时在宝鸡市市民中心
西楼511室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宝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陕西恒锐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

委受理你单位与田广荣关于伤残赔偿一案
已审理终结，案号：定劳人仲裁字［2021］第
6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定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陕西泽汇融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

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受理纪妮妮与你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723MA6YWXW58B）代理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汉
仲裁字（2021）181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汉中仲裁委员会地址：陕西
省汉中市汉台区风景路中段汉中市建筑学
会三楼，电话：0916-2696819。

汉中仲裁委员会
淮强、常丽侠：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风县支行与你方之间
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宝仲受字
第（0156）号），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5日为答辩
期。答辩期满后5日内来本会（宝鸡市行政
中心6号楼E座7层）领取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答辩期满后第15日上午9时在本会
第一仲裁庭开庭（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本会
将依法开庭裁决。

宝鸡仲裁委员会
黄胜利、西安燚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

会受理史等锋与你方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西仲
裁字（2021）第 432号仲裁裁决书。限你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西安市
北关正街16号仲裁大厦）领取裁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西安仲裁委员会
西安佳佳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会受理杨涛与你方关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1）西仲字第2912号），现
依法向你方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及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等仲
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选定仲裁
员时间为公告期满后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10日上午9时在本会（西安市北关正街
16号仲裁大厦）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西安仲裁委员会
杜龙超：本会受理陕西征途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与你方关于《分期付款车辆挂靠协议》纠
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西仲裁字（2019）第1064号裁决书，限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西安
市北关正街16号仲裁大厦）领取裁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西安仲裁委员会
周柰菲：本会受理柴畅与你方关于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西仲裁字（2021）第 1200 号仲裁裁决
书。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
会（西安市北关正街16号仲裁大厦）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西安仲裁委员会
李丰杰：本会受理你方与陕西华岭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西仲裁字第
1258号仲裁裁决书，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内来本会（西安市北关正街16号仲
裁大厦）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西安仲裁委员会

本报讯（赵婷）今年以来，榆阳
公路段紧紧围绕年初工作计划，持
续强化路域环境治理工作，狠抓基
础工作、强化队伍建设、建立内部管
理制度、强化内部监督，全面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上台阶。

榆阳公路段持续加强执法人员
政治思想和作风建设，组织开展了
荣辱观教育、警示教育，提升执法人
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结
合干部作风纪律整顿，执法人员进
一步增强廉洁执法、公正执法的理
念，通过学习公路法、行政许可法、
《陕西省路政管理规定》等，提高自
身素质和执法水平。

榆阳公路段不断加强内业管
理，由专人负责文书归档、报表统计
工作，归类整理后录入路政系统，确
保系统资料和纸质档案资料一致。
为营造爱路、护路氛围，榆阳公路段
积极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截
至目前，共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46
次、制作宣传展板6块、发放宣传单
3万余份、悬挂横幅26条，提高了广
大人民群众爱路、护路的自觉性。

榆阳公路段持续加强路政巡查
工作，及时消除发现的行车安全隐
患；定期与养护人员共同对沿线桥

涵进行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路政案件
667 起。同时，榆阳公路段与沿线
乡镇开展了路域环境治理和道路
扬尘整治行动，与沿线厂矿企业继
续签订相关协议，制定了路面清扫
合作机制，截至 11月中旬，共清理
公路两侧堆积物、垃圾 62处，拆除
违法建筑 1 处、清理墙体广告 31
处、拆除非公路标志牌 172 块、硬
化平交道口 35 处、查处抛洒污染
公路车辆86次，辖区公路环境持续
提升。

在日常巡查基础上，榆阳公路
段不断加强对涉路施工路段的巡查
力度，对发现的涉路施工现场存在
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并录入监管
台账；定期对施工完成的涉路项目
进行安全监管，确保公路安全畅
通。榆阳公路段积极推行路政养护
联勤联动、路警联勤联动、路地联勤
联动制度，通过查处登记、举报有奖
等措施，提升群众监督举报积极
性。截至目前，榆阳公路段与公安、
交警、城管等部门开展联合环境治
理2次，与交警配合除雪保畅1次，
配合查处损坏路产案50余起，增强
了执法力度，提升了路政案件的查
处率。 L5

榆阳公路段强化管理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史红海）11月22日，记
者从宝鸡高新区获悉，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宝鸡高新区充分发挥政法委员职能
作用，创新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由各
镇政法委员牵头，探索整合辖区派出所、
法庭工作资源，弥补司法所人员力量和
专业知识的不足，形成了“两所一法庭”
的“联动、一体、高效”促和谐保稳定的创
新工作格局。

宝鸡高新区以平安建设普法宣传为
切入点，各镇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出动
法治宣传车、设置宣传点积极宣传法律

知识。司法所重点宣传法律援助、矛盾
调解等工作，派出所重点讲解遇到危险
如何自我保护、报案及保留证据，法庭重
点介绍如何寻求法律救济。“两所一庭”
开展的反电诈宣传及法律进校园活动，
赢得了群众和师生的赞誉。

针对法律关系较复杂的群众诉求，
宝鸡高新区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研判，将

“法理”与“情理”相统一，理出清晰的调
解方案，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两所一庭”
各自发挥职能优势，更快捷的化解矛盾，
降低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成本。

针对信访积案，宝鸡高新区充分调动
相关单位，分工协作、合力攻坚，突出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问题。宝鸡高新
区注重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服务
能力，邀请天王法庭对司法所工作人员进
行专业授课，指导提升其法律素养，提高工
作能力；邀请陈仓区人民检察院为换届后
新晋村干部讲授了反腐倡廉主题法治课，
提高了村干部廉洁自律能力。司法所携手
天王法庭对全镇村级调委会、法律服务所
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助力提高基层法律
服务质量。 L5

宝鸡高新区创新基层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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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雪英）11月22日，笔者从
陕西省水利厅获悉：我省明确了引汉济
渭二期工程征地拆迁责任主体、拆迁范
围、安置及补偿标准等，并提出了相关优
惠政策和保障措施。

据介绍，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设征
地拆迁工作，由省自然资源厅代表省政
府实施统征，西安市、咸阳市政府是征地
拆迁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行政区域内
征地拆迁及群众安置工作。征地拆迁正
式用地包括初步设计阶段确定的干线工
程用地以及相应的退水工程和配套设施
等建设工程的永久用地，正式用地范围
以施工图设计用地图（含变更设计）为依

据。征地拆迁补偿按有关各方共同确认
的实际清点丈量的数量、质量据实结
算。工程项目建设涉及占用耕地的，按
照“县域平衡为主、市域调剂为辅、省级
统筹保重点”的原则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在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上，规定项目
实施在符合法律规定和行业要求的情况
下，免收河道占用费、交叉道口开设费。
文物考古勘探、发掘由建设单位与省有关
部门本着从低优惠的原则签订实施协议，
组织实施。支持建设单位在工程沿线具
备开办条件地域自建料场，地方政府和有
关部门在严格落实环保措施的前提下，优
先保障工程建设砂石需求。沿线政府、管

委会要坚持依法拆迁，按时完成征地拆迁
工作，妥善处理矛盾，保障被征迁群众合
法权益，确保社会稳定。

据了解，引汉济渭工程是我省一项基
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公益性水资源优化
配置工程，引汉济渭二期工程是引汉济渭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十四五”期
间重点推进的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涉及西安市周至县、鄠邑区、长安区、
高新区、灞桥区，咸阳市武功县、礼泉县、
泾阳县、秦都区、兴平市，西咸新区空港新
城、秦汉新城共计2市10个县（市、区）和2
个新城，建设工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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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明确引汉济渭工程拆迁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