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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陕 0102 民初 2551 号
陈进：本院受理原告桑煜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102 民初 2551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方自公告之日起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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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2 民初 7378 号
许天文：本院受理原告陈进文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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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上述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一路
法庭（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菜市场 4 号）开庭审
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2 民初 3411 号
古宇：本院受理原告滕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102 民初 3411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方自公告之日起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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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党坤：
本院受理原告许耀军诉你、兰州亚太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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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2022）陕 0104 民初 5532 号
西安莲湖无线星空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方祉溢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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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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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4 民初 5533、
5535 号
西安莲湖无线星空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贺寒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二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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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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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4 民初 60 号
杨尚林、
杨尚辉：
本院受理原告张亚丽与被
告杨尚林、杨尚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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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00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大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12 民初 8821 号
谢博（622722199410113855）：本院受理
原告西安福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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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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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铁新城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1）陕 0112 民初 26350—1 号
幸龙龙、
西安恒翔星汇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
受理原告牟大刚与你们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陕 0112 民初 26350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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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12 民初 3810 号
陕西乾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陕西金禾实
业有限公司、
伍涛、
魏小锋、
党涛：
本院审理原告
西安轩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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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随案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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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楼 608 室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12 民初 13109 号
王彦峰：本院受理原告余静与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洁办案
跟踪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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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
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12 民初 11125 号
刘阳：本院受理原告陈丹与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洁办案跟
踪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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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城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12 民初 9971 号
白悒彤、
西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姚鹏与你方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洁办案跟
踪卡、质证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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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汉城
法庭公开质证，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成都融创文旅城投资有限公司：原告陕西
凯亮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成都融创文旅城
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悦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
西凯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陕 0112 民初 1553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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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审理。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陕西卓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张全福
与被告陕西卓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贾林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陕 0112 民初
1123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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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天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审理。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四川沁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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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与被告四川沁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
川嵘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2）陕 0112 民 初 1055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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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天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审理。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尹波：
原告刘亚与被告罗文文、尹波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陕 0112 民初
1079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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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审理。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任乾昊：本院受理原告陕西交运出行客运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做出
（2022）陕 0102 民初 1524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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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高洪君：本院受理原告赵剑平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做出（2022）陕 0102 民初 79 号
民事判决，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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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2 民初 7820 号
王洋：我院受理原告西安市住房置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是自送达之日起 15 天，
本案定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
院二楼 6 号法庭开庭审理，
望你按时出庭，
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102 民初 3300 号
金少林：本院受理原告孙美华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已作出(2022)陕 0102
民初 3300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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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王爵（610113198504060435）：本院受理
的原告刘汝梅诉被告魏淑花、王爵赠与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陕 0113 民初 3291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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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嘉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鲁韩杰诉被告乔
嘉 辉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陕 0113 民初 1558 号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漳浒寨街道办事处（昆
明路法庭）四楼 4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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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必夏、
吴小莉：
本院受理陕西省农业信贷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115 民初 27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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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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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后二楼速
裁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杨虎：本院受理（2022）陕 0115 民初 2585
号原告杨虎与被告吕跟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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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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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109 室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李伟星：本院受理原告董小栋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115 民初 1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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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王蔷、王磊、郭段段：本院受理原告张天义
诉你们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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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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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马晓彦、王国周、
王景来：
本院受理李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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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告知书、
审判组织告
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哑
柏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李晓东：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朋涛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124 民初 1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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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田昌涛：
本院受理原告向守贵、杨泽富与被
告田昌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124 民初 3097
号、
（2021）陕 0124 民初 309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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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王研：本院受理原告王养丽与被告王研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陕 0124 民初 765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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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魏九良：本院受理原告王记录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2）陕 0124 民初 111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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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严星：本院受理张武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提交答辩状并举证。该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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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按时到庭，
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判。
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
延安鑫泽工贸有限公司、张宝林、刘龙雷：
本院受理的陕西安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杨华、张宝林、刘龙雷、延安昕耀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延安鑫泽工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1）陕
0603 民初 15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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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李学瑞：本院受理原告王东诉被告李学瑞
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陕 0603 民初 38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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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齐文博：本院受理原告冯宇与被告齐文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陕 0602 民初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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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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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审判庭依法公开
审理此案，
逾期将缺席判决。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袁军平：本院受理原告贺占兴诉你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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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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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高延伟：本院受理原告李随乃与被告高延
伟、牛志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602 民初 11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民事速裁庭 304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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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延伟：本院受理原告李随乃与被告高延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陕 0602 民初 119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速裁
庭 304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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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燕：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艳与被告赵晓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2）陕 0602 民初 675
号］已裁定。送达后，
原告王秋艳不服向延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你来
本院民事速裁庭 309 办公室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即视为送达。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李海玉、
李同同：
本院受理原告高艳玲与被
告李海玉、李同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2）陕 0602 民初 309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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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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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军、
高飞：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与被告
李永军、高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
陕 0602 民初 119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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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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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军：本院受理原告郝志莲与被告张喜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陕 0602 民
初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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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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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刚：
本院受理原告史磊诉被告刘晶、延安
昌泰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及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602
民初 68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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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庞明虎：本院受理原告党荣林诉你同居关
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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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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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伟、
王莉亚：
本院受理原告惠彩艳与被告
史伟、王莉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
陕 0602 民初 290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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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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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陕 0426 民初 256 号
张佰明：本院受理原告魏治龙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426 民初 256 号民
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由
被告张佰明清偿原告魏治龙借款 157400 元。
案件受理费3460元、
公告费600元，
由被告张佰
明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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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冰冰、雷晓娟、王晓奇：本院受理原告薛
建云诉被告王冰冰、雷晓娟、王晓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陕 0629 民初 499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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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成永安：本院受理原告成亚妮诉被告成永
安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陕 0629 民初 54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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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王玉鹏：本院受理原告李文龙诉被告王玉
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陕 0629 民初 496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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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王文军：本院受理原告苏飞香诉被告王文
军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陕 0629 民初 27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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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2022）陕 0404 民初 689 号
任红霞、
陈要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苏航理与
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司法公开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汉
新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404 民初 1048 号
任红霞、陈要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新利与
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司法公开告知书、
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
通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汉新城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404 民初 1252 号
梁磊：本院受理暴小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司
法公开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
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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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2021）陕 0402 民初 9910 号
咸阳易美舞蹈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孟新茹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402 民初 991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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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2021）陕 0402 民初 6687 号
曹昆：原告陈阿纯与被告曹昆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陕 0402 民初 668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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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齐建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丰丰与被
执行人张怀俊、齐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对被
执行人齐建伟位于靖边县双火场村二层独院
（不动产权证号：
06076 号）进行价值网络询价，
现已作出网络询价报告，该房产网络询价平均
值为人民币 83.4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该网络询价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公告期满后
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
依法拍卖上述财产。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
（2021）陕 0902 民初 5780 号
陕西安康今东物流有限公司、
吴永东：
本院
受理李海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902
民初 57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已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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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423 民初 762 号
宋彦朋、袁雪侠：本院受理王刚诉宋彦朋、
袁雪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陕0423民初76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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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
（2021）陕 0423 民初 3981 号
杨文、李莉：本院受理畅永平诉杨文、李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陕 0423 民初 3981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速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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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
鲁匠亭阁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分
公司、
贾雄伟：
本院受理原告李文瑞与被告鲁匠
亭阁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贾
雄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陕 0602 民初 27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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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匠亭阁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分
公司、
贾雄伟：
本院受理原告杨云飞与被告鲁匠
亭阁家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贾
雄伟、赵文敬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陕 0602 民初 27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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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建刚：本院受理原告曹晓争诉你与马三
喜、延安朗坤房屋中介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21）陕 0602 民 初 901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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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普军：本院受理原告董景瑞诉被告王普
军、折雪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陕 0629 民初
66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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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河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志
丹县华龍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段胜利、齐
强强、高玉军、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支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榆林中心支公司、河北保秦交通服务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
静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22）陕 06 民终 1215 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延安吉丰鑫满园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王金鑫因与杨小华、
延安吉丰鑫满园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延川县佳吉缘农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陕
06民终847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孔繁勇：本院受理原告冯建社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冯建社提出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 50000 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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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故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付张峰、许小娟、缑民全：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川县支行与被
告付张峰、许小娟、缑民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陕 0629 民初 5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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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李丽斌：本院受理原告李原昌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陕 0629 民初 43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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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折雷宏：本院受理原告孙林燕诉被告折雷
宏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洛川县人民法院
高世卫：本院受理原告延川县交通运输局
与被告高世卫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622 民
25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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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
郝鹏：本院受理原告车壹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622 民初 433 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送达之日起满 30 日，
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
杨喜连（又名杨喜莲）：原告李燕诉被告杨
喜连、朱新存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 0202 民初 12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庭领取，逾期未领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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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
许永生、
袁尚海：
本院受理原告赵紫军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陕 0603 民初 14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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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毛帅：本院受理原告胡兰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603 民初 1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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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许永生：
本院受理原告许旭诉被告宋志万、
许永生、高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603
民初 4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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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刘旭升、
刘林山：
本院受理原告罗全耀诉被
告刘旭升、刘林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2）陕 0825 民初 383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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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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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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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宝银：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定边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宝银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825 民初 2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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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虎：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定边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向峰、高瑞、李佳乐、王
俊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陕 0825 民初 288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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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加强：原告朱聿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802民初28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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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1）陕 0802 民初 4189 号
曹维华：本院受理原告拓红梅与被告曹维
华、李向林、张永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审判员及书记员组成人
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答辩举证的，应承担不利后果和
败诉的风险。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8 时 30 分（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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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陕 0802 民初 4403 号
贾国强：本院受理原告闫乃东与被告贾国
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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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答辩举证的，
应承担不利后果和败诉的风险。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如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执行区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2022）陕 0426 民初 179 号
于峰：
本院受理钟佳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陕 0426 民初 17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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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陕 0423 民初 67 号
贺前锋：本院受理杨奖利诉贺前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陕 0423 民初 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速裁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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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
袁国亮：本院受理原告谷三平与被告袁国
亮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陕 0622 民初 176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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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

延军：本院受理原告潘飞诉被告延军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陕 0602 民初 3885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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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孔杰：本院受理原告全书珍起诉孔杰离婚
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法
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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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下午 3 时 00 分在本
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陕西省长武县人民法院
曹文龙：本院受理金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陕 0428 民初
183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曹文龙于本判决生效
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金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
赁费、留购价共计 83260.7 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 2390 元，公告费 800 元，由被告曹文龙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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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长武县人民法院
（2022）陕 0502 民初 2907 号
郝杰：本院受理原告渭南宝鼎开源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 请 求 为 ：1.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租 金
80928.57 元（计算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2. 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 57000 元；3. 判令被告
承担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产生的罚款 890 元及
因违章造成的损失 15 分（折合人民币 4500
元），共计 5390 元，上述金额共计 143318.57
元；
4.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公告费、保全费及诉
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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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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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高勇：本院受理李红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陕 0621 民初 4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前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你须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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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延长县人民法院
马英利：
本院受理原告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马英利、郭小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陕 0603 民初 3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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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王撑梅：本会受理马欣与你关于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定于公告期 60 日届满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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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浩学：
本会受理王阳阳与你公司关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西仲字第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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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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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雁塔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
五十一条规定，我局依法收回下列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证号为 610113134524，我区局
出具的《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通知书》现
予以公告送达，同时，因无法收回以上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原件，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规定，现予以公
告收回。
依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规定，
我局对下列烟草专卖许可证予以公告，
证
号 为 610113132543、 610113134463、
610113132343、
610113132907、
610113134333、610113132450，请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西安市雁塔区烟草专卖局
（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红专南路 8 号，
联系电话：
88269592）办理相关手续。若逾期不来办理相
关手续，
我局将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
重庆市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543 2015-Q543 002
001-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权转让清单》中所列各借款人
及保证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
和清算主体）享有的主债权及保证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了重庆市高信隆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受让后又将上述债权
依法转让给了格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山东）
有限公司。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债权转让清单》所列
各借款人、保证人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
体和清算主体）应当向格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山东）有限公司履行主贷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保证责任。若借款人、
保证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
停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上述义务及/或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清单》如下：
合同号 GFL10000847500，客户姓名：周
兆斌，案号（2021）陕 0113 民初 995 号，本金：
847，
530 元，
保证人：
董良超、田小珊、陕西巨峰
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石经理（电话）0531-81929087
特此公告。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格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
市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
（编号：1814005-Z001-01），陕西
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权
转让清单》中所列各借款人及保证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享有的主
债权及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了
重庆市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受让
后又将上述债权依法转让给了格兰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债权转让清单》所
列各借款人、保证人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
主体和清算主体）应当向格兰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山东）有限公司履行主贷款合同及保证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保证责任。若借款人、
保
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
停业、
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上述义务及/或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清单》如下：
1. 合同号：
100010317，
客户姓名：
王海龙，
案号：
（2021）陕 01 民终 16653 号，本金：257，
232 元，
保证人：
沈玉英、王涛、陕西华翼净化工
程有限公司。2. 合同号：100007565，客户姓
名：余献军，案号：
（2021）陕 0113 民初 19805
号，本金：231，751 元，保证人：李爱云、陕西益
友经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
石经理（电话）0531-81929087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格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