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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胡思文：本院受理原告聂国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166号 谭国清、谭文兵：本院
受理原告何兵与被告谭国清、谭文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谭国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兵偿还借款本金人
民币91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
金91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本金91000元为
基数，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止)；2、被告谭国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何兵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9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
49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4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本金490000元为
基数，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止)；3、被告谭国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何兵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784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
784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本金784000元为
基数，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止)；4、驳回原告何兵对谭文兵的诉讼
请求；5、驳回原告何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
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17400元，由被告谭国清
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233号 赵春丽(住吉林省舒兰
市 朝 阳 镇 青 林 村 一 社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220283198108231513)：本院受理原告周伟明与被
告赵春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赵春丽归
还借款本金1184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利息
损失自2021 年3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34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赵春丽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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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030号 姚鹏建：本院受理
原告赵金国与被告姚鹏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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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877号 周岳：本院受理原
告薛香与被告周岳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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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毛林海、郏孟晋：本院受理原告倪宪礼与被告
毛林海、郏孟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
初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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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41号 陈南、曾秀彩：本院
受理原告陈媛媛与被告陈南、曾秀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1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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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10号 江苏耐威尔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朱胜利：本院受理的原告何伟
祥与被告江苏耐威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朱
胜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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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926号 郑明星：本院受理原告
朱建秋与被告郑明星、胡三红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9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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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财
保290号民事裁定书，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
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
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170号 于成良：本院受理
原告李继美与被告于成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1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840号 戈兴吉：本院受理原
告郇中华与被告戈兴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二十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888号 张军、唐晓停：本院受
理的关于原告朱云海与被告张军、唐晓停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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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0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027号 陈岑：本院受理的
关于原告殷发林、姚士华与被告泗阳县嘉诚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陈岑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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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0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254号 周国良、王秀梅、
赵英、罗洪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县支行与被告周国
良、王秀梅、赵英、罗洪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苏1323民初5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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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420号 梁加保(住湖北省黄梅
县孔垄镇孔东村十三组，公民身份号码：
421127199611200454)：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梁
加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保险理赔款
19032.7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8月3日14：3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江苏圣盈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正定
县宝华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根据法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执143号 四川省尚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井陉矿区二红钢模板租赁站与杨
见超、四川省尚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冀0107民初652号民
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立案执
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已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旦正他：本院受理原告才让周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
初319号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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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下午15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刘岳鹏：本院已受理原告林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皖
0323民初67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林吉要求你偿还借款15万元、承
担案件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20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7月20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殷姿(身份证号：430221198303150049)：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宜昌元盈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宜仲案字第133号)《仲裁庭组成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2021年7
月15日上午9点，地点为本会仲裁庭，逾期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裁决。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前
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裁决书将于开
庭后的第30日作出，请你自裁决书作出之日
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宜昌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双峰公司已于2020年7月14日依法注销，不
再生产、销售任何产品，近期发现不法分子以
双峰公司名义继续生产、销售假冒产品，现声
明任何平台销售的有关双峰公司的产品，均系
假冒商品，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双峰公司
及原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公告。

安徽双峰药业有限公司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邓国庆、涂宏印、孙宝强：本院受理邹吉富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内0721民初393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2021年7月12日9：1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纪廷满、陈涛：本院受理张洪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内0721民初51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
7月12日14：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杨佰双、刘德胜、朱春冬、丁建军：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内0721民初108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
7月14日10：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肖玉东、鲍玉梅：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那吉屯农场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59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1年7月13日10：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郇胜强：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
荣旗支行诉你、郇发、王立云、阿荣旗坤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
初64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7月12日
14：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郭艳：本院受理任丽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112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7月14日9：
1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牛春合、赵亮、赵海英、赵学国：本院受理阿荣
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业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106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
年7月13日9：1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温小宝：本院受理陈训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求：1、依法判准你们离婚；2、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90
日视为送达。定于2021年8月27日9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钟保锋：原告钟春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
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田阳阳：本院受理卢永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
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嘉：本院受理王海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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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康春华、无锡市亚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刘
庆雪：本院受理张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苏
0281民初467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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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广：本院受理杨有洪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云
0581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固东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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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段家林：本院受理段启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文卫：本院受理赵生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文卫：本院受理李平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彩超：本院受理钏芹会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占常、龙陵邦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邓中庆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增福：本院受理马维光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冀0984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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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沧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
王延和：本院受理孙涛诉你与王天龙、王洪岩
民间借贷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赵文芳、王晓旭、柴歌、王锦平、李大鹏：本院受
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发信用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0721民初35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1年7月13日16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敬宏涛、吴晓丽、张忠利、张海军、张忠慧、敬宏
波、孟德龙、李树军、史红霞、张得军：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亚东信用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0721民初431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1年7月13日14：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曹荣飞：本院受理杨远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323民
初3083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曹荣飞偿还原
告杨远琴借款余款12，220.00元，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两个月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未提交民事
上诉状则视为放弃上诉。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马俊驰：本院受理徐桥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胡也：本院受理壹加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诉你货运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984民初3325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
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武汉鑫汇艺包装有限公司、洪创业：本院受理
湖北胜源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鄂0984民初28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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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孝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李正琼：本院受理杨国飞诉你婚姻家庭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云2625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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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李正琼：本院受理杨帮顺、杨帮媚诉你抚养
费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云2625民初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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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2021)粤0307民初8390号 谭勇锋：原告深圳
市全民广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谭勇锋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8390号。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欠款
人民币15800元;2、被告支付因延迟支付欠款
而产生利息人民币1580元(自2020年7月1日
起按年息24%计算至履行完毕，暂计至2020
年11月30日为158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
通、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天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
出副本，并于答辩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7月30日14时30分
在横岗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催告书送达公告

赵永芝(公民身份号码：370 2 2 5 1 9 7 5 * * **
6526)：你非医师行医一案，本局于2020年10
月6日对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温卫医
罚[2019]21号}，至今你尚未履行本局对你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温卫医催〔2021〕15号催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局领取催告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送达后，你逾期不履行处罚
决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翔：本院对原告尹航与被告张翔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皖1202民初6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偿还原告
尹航借款55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学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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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三楼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高雨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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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三
楼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王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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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
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三楼六
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岳宏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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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三
楼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李桂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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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三
楼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郭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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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
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三楼
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王素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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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三
楼六号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高学平：本院受理过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
4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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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李玉珍：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由海与被告李玉
珍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224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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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潘同梅：本院受理仇兆锋与你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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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2474号 陈仲熙：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
与被告叶建、陈仲熙、陈伟清、谢星星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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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152号 谷海凤、毛小华、侯
保祥：本院受理原告金林梅与谷海凤、毛小
华、侯保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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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桂娥、林永兵、林浪杰、杨相虚：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
行与被告李桂娥、林永兵、林浪杰、杨相虚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815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
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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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呈志、高育洪、林利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
王呈志、高育洪、林利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382民初81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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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石远东：本院对原告高山诉被告中冶地集团西
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石远东、三都农联置业有
限公司、冯兴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作出判决后，原告高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送达地址
确认书等诉讼文书材料。上述诉讼文书材料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交答辩
状、送达地址确认书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限你们在60日内到本院民
事审判庭领取上述诉讼文书、材料，逾期即视为
送达，本院将依法将本案移送贵州省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忠长、罗礼林：本院受理吴少华、叶明春诉你
二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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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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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5日上
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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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郑长英：本院受理潘正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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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冯志光、陈娟：本院受理原告余云东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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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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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曾广州：本院受理原告长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2729民初19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729民初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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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吉我海：本院受理原告祁玉霞诉你方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请为：1、依法分割原
被告婚后共同财产东亭街道春江花园353号402
室房产;春江花园小区三期第122号地下车位。
2、依法确认原告所还房贷和债务的50%即
26942.77元由被告负担，并于房屋归并款中
折抵；3、依法确认原告为子，女提供的额外
教育，生活费用50%即65092元，在归并款中子
以扣除。4、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由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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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丁佐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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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丁如美：本院受理原告郭安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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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泰兴市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中冶德龙钢管(大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诉你与石
岩、石洋买卖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初920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人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陕西省宁强县胡家坝镇周家河村七组夏尊
明：本院受理原告白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法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铁锁关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宁强县人民法院
叶祥军：本院受理原告祝友喜与被告叶祥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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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0422民初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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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徐成：本院受理原告陈元发诉你、天津宇昊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熊桂林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2021)皖1182民初1434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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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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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周玉霞、周玉玲、建昌县世凯广播电视器材有限
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建昌恒昌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1422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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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周玉霞、周玉玲、建昌县世凯广播电视器材有限
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建昌恒昌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1422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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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张士凯、周玉玲：本院受理建昌恒昌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1422民初197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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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33号 申请人巴彦淖尔浩达绝
缘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2848、金
额5万元、出票人宁波金辰宝品钢铁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道禾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
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2月18日、
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18日。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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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东辉：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12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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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李磊：本院受理武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29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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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周瑞平：本院受理谢新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名单。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谢林：本院受理湛诗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赣
0704民初2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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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符晓慧、莘联锋：本院受理刘光洪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琚湾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枣阳市鑫昱源纺织有限公司、杨锡锋、霍玉红、
屠加友：本院受理枣阳市北城街道办事处北关
社区居民委员会、枣阳市北城街道办事处南
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被告湖北老河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枣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枣阳市鑫昱源纺
织有限公司、杨锡锋、霍玉红、屠加友、杨锡
兰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16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程道副：本院受理方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琚湾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沈文涛、李勤武：本院受理湖北远方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鄂0683民
初5248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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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
人民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彭晶晶：本院受理刘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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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上海屹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自兴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云0628民初231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王自兴的诉
讼请求；诉讼费1519.00元(案件受理费819.00
元、公告费700.00元)由原告王自兴负担。自
公告起满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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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康彩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自兴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云0628民初23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王自兴
的诉讼请求；诉讼费750 .00元(案件受理费
50.00元、公告费700.00元)由原告王自兴负担。
自公告起满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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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康彩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昌
富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云0628民初231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杨昌富的诉讼
请求；诉讼费750.00元(案件受理费50.00元、公
告费700.00元)由原告杨昌富负担。自公告起
满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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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张景林：本院受理秦宗印诉你和袁红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即(2021)内0782民初591号案件，及原
告秦宗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21)内
0782民初588号案件，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述
二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2021)内0782民初591号案件，下午
14时40分公开开庭审理(2021)内0782民初588
号案件。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武军成：本院受理戴再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举证须知、权
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栗长顺：本院受理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郭诗若：本院受理朱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举证须知、
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
诚信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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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志龙、江阴东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朱翠芹：
本院受理王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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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告知
书、审判团队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办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嘉邑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王海争：本
院受理常州超旺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
权利义务书、廉政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办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康发根：本院受理陶光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8：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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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周伟：本院受理项慧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西湖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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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周涛：本院受理黄华锋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民初
125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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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田文章：本院受理欧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
1152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涉黑涉恶线索举报表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枧坝人
民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沙飞：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林林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20)吉0202民
初333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吉0202执974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60日内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杨中文、吴牡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阳县支行与你们、李财
祥、刘玉兰、胡孔龙、张宇燕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皖
1723民初2605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
知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
取、缴纳诉讼费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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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2021)粤0307民初8389号 刘金荣：原告深圳市
全民广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荣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8389号。原告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欠款人民币
24978元;2、被告支付因延迟支付欠款而产生
利息人民币14487.24元(自2018年6月1日起按年
息24%计算至履行完毕，暂计至2020年11月30
日为14487.2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筒易转普通、独任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
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
出副本，并于答辩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7月30日14时
30分在横岗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施建立(公民身份号码3590021980010081519)、石狮
市伟泰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卢美牙(公民身
份号码359002198108101565)、福建金蚂蚁房产中
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厦门盛融星投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施建立，石狮市伟
泰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卢美牙，福建金蚂
蚁房产中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

〔2021〕泉仲字34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
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指南，
请你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2021.07.02)内前来
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
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2021年7月12日。
本会将于2021年7月13日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于2021
年7月20日前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1年7月30日9时30分在本会第一仲
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本会将于2021年8
月30日依法裁决，请于裁决之日起60日内前来
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印章遗失声明

  四川岳池华茂陶瓷厂不慎将“业务专用
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四川岳池华茂陶瓷厂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江苏仁合众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江苏欧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
仁合众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中，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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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
权利和义务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
程序裁定、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顾维正：本院受理原告李林诉被告顾维正(曾用
名刘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转普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康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虞立杰：原告东台市东昌典当有限公司与被
告虞立杰、陈金国典当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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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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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新金仕堡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李树声：本
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1297号原告杨成进与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你们送达诉
讼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等。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判令：一、
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25万元及利息(按银行贷款年利率6.6%计算，
从2019年8月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江苏赛诺思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吴国林、
吴谦：本院受理原告朱华、李向东、姜泊与被
告南京金道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江苏赛诺思
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吴国林、吴谦追加被
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苏0981民初50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驳回原告朱华、李向东、姜泊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64667元，由原告朱华、李向
东、姜泊负担。限你们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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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李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丽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981民初
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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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颜犇：本院受理(2020)苏0981民初1492号原告
陈琦与被告颜犇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
受理，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陶利忠：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鲁
溪村民委员会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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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工作日
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谢字文：本院受理原告史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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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工作日上午9：3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周健：本院受理原告钱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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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工作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张万银：原告东台市中合裕民农村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与被告东台市张氏木业有限公司、东台
富安环美木业有限公司、张万银、佘卫东、陈国
平、王飞龙、张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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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吴小明：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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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
区人民法院(2020)苏1112民初110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吴小明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信用卡透支款
本金80165.56 元、交易手续费(利息)12716.48
元(计算至2020年3月12日)，合计92882.04元，
并按照得定承担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交
易手续费);二、被告吴小明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律师代理费35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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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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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花军：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汇融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判令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901537.5元及利息(自
2020年9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16626元。因
你现住址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0831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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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80号 阿克苏五州男科
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施
强药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阿克苏五州男科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280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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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65号 惠州市瑞正药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施强药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惠州市瑞正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465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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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金玖洲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肖
勇与被告金玖洲新能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2021)赣0113民初458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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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

公 告

HCCW 392/2020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诉法庭

公司清盘案件2020年第392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及
 关于第32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
 第327(3)(b)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项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将上述公司清
盘的呈请，已于2020年11月20日，由保利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
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
室)向该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该项呈请按
指示将于2021年7月28日下午3时在法庭席
前进行聆讯；该公司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
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对就该项呈请作出命
令，可于聆讯时亲自出庭或由为该目的而获
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师出庭。该公司的任何债
权人或分担人，如要求获得该呈请书的文
本，在缴付该文本的规定收费后，会获得下
述签署人提供该文本。
  日期：2021年4月27日

徐子健律师行
呈请人代表律师行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77号标华丰集团大厦10
楼1003室

电话：2827 8080
传真：2827 1177

档案编号：8446-01/20
  注 -任何拟在该项呈请聆讯中出庭的
人，必须将有关其拟出庭的意向的书面通
知，送达或以邮递方式送交上述签署人。该
通知书必须述明该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属
商号，则必须述明其名称及地址，且必须由
该人或该商号，或该人或该商号的律师(如
有的话)签署。该通知书亦必须以足够时间
送达或(如寄出)以邮递送交，以在不迟于
2021年7月27日下午6时送抵上述签署人。

公 告

HCCW 393/2020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诉法庭

公司清盘案件2020年第393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事宜
 及
 关于第32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
 第327(3)(b)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项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将上述公司清
盘的呈请，已于2020年11月20日，由保利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
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
室)向该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该项呈请按指
示将于2021年7月28日下午3时在法庭席前进
行聆讯；该公司的任何债权人或分担人，如
意欲支持或反对就该项呈请作出命令，可
于聆讯时亲自出庭或由为该目的而获聘任
代表他的大律师出庭。该公司的任何债权
人或分担人，如要求获得该呈请书的文本，
在缴付该文本的规定收费后，会获得下述签
署人提供该文本。
  日期：2021年4月27日

徐子健律师行
呈请人代表律师行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77号标华丰集团大厦10
楼1003室

电话：2827 8080
传真：2827 1177

档案编号：8446-01/20
  注 - 任何拟在该项呈请聆讯中出庭
的人，必须将有关其拟出庭的意向的书面通
知，送达或以邮递方式送交上述签署人。该
通知书必须述明该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属
商号，则必须述明其名称及地址，且必须由
该人或该商号，或该人或该商号的律师(如
有的话)签署。该通知书亦必须以足够时间
送达或(如寄出)以邮递送交，以在不迟于
2021年7月27日下午6时送抵上述签署人。

寻亲公告

  兹有黑客，性别男，年龄32岁，
于2021年4月23日去世，请家属于公
告之日起30日之内与我院联系，逾
期无人认领，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联

系电话：0318-3336062
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北京诚盈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7K625L，声明作废。
北京选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9XM909)不慎将财务专
用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庆丰秋唐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2A3677H，声明作废。
北京邦诺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1052791338，声明作废。
北京红巨星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BMHJ0Y，声明作废。
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92131T)不慎将
北京市出租汽车发票(发票存根联)遗失，发
票代码：111001981001，发票号码：92725701-
92725800(共计100份)，特此声明。
北京宜美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注册号：110228018779494，声明作废。
北京银达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160-10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80845500U，声明作废。
北京种岳霞强汽车配件门市部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81923131，声明作废。
北京市鹏健雄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不慎将公
章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782548096，声明作废。
北京干燥伙伴文化中心(有限合伙)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GRDE68，声明作废。
北京易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0828607590)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吉泰富业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MA01GQDX98，声明作废。
鼎食(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遗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073LYR46，声明作废。
北京市通州富康水利机械修造厂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注册号:110112006505046,声明作废。
北京振兴电子技术开发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专 用 章 、合 同 专 用 章 ，注 册 号 ：
1102231650026，声明作废。
经营者何小刚不慎遗失榛子镇工商行政管
理局19年08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名称：何小刚，注册号为：130223600630242，
现声明作废。
本人张开于2020年04月24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372922199311224110，
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姓名：夏强)于2021年4月25日，本人在广东省
深圳市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
510311199003261318，有效期限：2017年8月29
日-2037年8月29日，签发机关：自贡市公安
局沿滩分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
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本人不
承担被人冒用本身份证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刘琪遗失湖南中锴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1-2
栋2506号房收据，金额1677元，编号5020472，
声明作废。
王俐不慎将湖南澳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费收据丢失，收据号2126644，金额10000
元，开票日期2021年03月22日，特此声明。
本 人 姓 名 ：杜 亮 ，身 份 证 遗 失 ，证 号 ：
450502199009020193，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刘昌敏认购天津市宝坻区恒大花溪小
镇 3 1 - 1 - 8 0 2 房 源 收 据 联 编 号 收 据 号 ：
5072638，金额70000元;收据号5472616，金额
63424元;收据号1040458，金额130000元现;收
据号1040461，金额48000元;收据号1040465，金
额22138元现已遗失。
郝丽英遗失河北廊坊亿树泉城小区2幢1单
元1701室购房交款收据4份，编号：0310380，
0310379，0057857，0062400；金额：1万，7.304万，
3万，3万；声明作废。
汪萍于2021年4月22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420102197208081726，本人已申领新
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何穗不慎将天津工业大学表演专业毕业证遗
失证书编号：100581201205002638，声明作废。
购房人陈俊、陈文华购买福州融柠置业有限
公司，南瑾公馆3#1402，收据号0000984，金额
叁万圆整，收据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灵石县九鼎法律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9MA0GU
L66X0，声明作废。
闽侯县上街永嘉林小菌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经营者陈桂泉，核发日期：
2 0 2 0 年 7 月 2 1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1210100070，声明作废。
贵州东源志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东风牌
合 格 证 一 份 ，合 格 证 编 号 为 ：
W A C 1 0 Z 2 0 0 0 9 0 7 6 5 ，车 架 号 为 ：
LG D C H A 1 G 9 L H 1 3 3 3 3 6 ; 发 动 机 号 为：
SC2D8L01139；遗失东风牌底盘证一份，合格
证编号为：WAC18D190036398，车架号为：
LGD CHA 1 G 9 L H 1 3 3 3 3 6 ；发动机号为：
SG2D8L01139；特此声明。
南京江宁翠屏湾诊所遗失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 0 1 0 0 4 5 4 3 5 1 0 1 ，账号：
320006613018010024638，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南
京江东中路支行，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怡和安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GUAK4L)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志威博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MWC60Q)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东方锦曦(北京)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QFG
E72)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云樱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U5DP24)作废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庆丰秋唐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2A3677H)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郁花园顺康达铁艺制品销售
部(注册号：110115604166908)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衎墨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A3DQ7F)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1.8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千博瑞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64246115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400万元人
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晨曦实业(天津)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7REC20)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318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
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华信永杰软件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883390XY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35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2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
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鲸娱营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7JTC09)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兄弟虾一跳餐饮企业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1M5QU2N)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元人民
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国嘉创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71560065F)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万元
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湃康融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5623117H)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张垚、张烈锋，清算组负责人：张
垚，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谷硕极冠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56W
UX4，经合伙人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清算人：夏华、谷硕(北京)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鸿博祥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546718XH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祝钱伟，清算组负责人：祝钱
伟，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兴达拓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84802721L)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方大兴、杨淑琴、律锐,清算组负
责人:方大兴,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
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小城惠民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NB3
44)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晋城市润置商贸有限公
司、李奇、郑天磊、安笑南、王雷利，清算组负
责人：王雷利，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盛世扬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202146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江海波、陈高峰，清算组负责人：
江海波，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耕友合创商务顾问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12011797269)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黄亮，清算组负责人：黄亮，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中和大有(北京)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08012099074)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蔺学正、王涛，清算组负责人：蔺
学正，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盈凯服装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224279601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应妙花、蔡根明，清算组负责人：应妙花，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邦诺广告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05279133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钟滨、李焰、赵红菊，清算组负责人：李
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顺平县恒实建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定，自2021年3月22日，该公司解
散。持有该公司债权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表后15日内向该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
申报，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地址：山东省青
岛市黄岛区隐珠街道办事处海岸水城4号楼
15楼15 0 1室。联系人：冯女士，联系电话：
13335076779。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富
乐 兴 旺 小 卖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110116MA00MCR28U，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后的企业名称为北京富乐兴旺商贸有限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
工商户姓名：于永和，2021年4月27日。
公告：北京凤起龙游凯旋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EEKH9P)拟
向公司登记机构申请组织形式转换，由有限
责任公司转换为北京凤起龙游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的分公司，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
凤起龙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五分公
司，转换组织形式后北京凤起龙游凯旋餐饮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凤起龙游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公告：北京凤起龙游龙腾虎跃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CRF61W)
拟向公司登记机构申请组织形式转换，由有
限责任公司转换为北京凤起龙游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的分公司，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
凤起龙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四分公
司，转换组织形式后北京凤起龙游龙腾虎跃
餐饮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凤起龙游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郭宝同，(曾用名：郭保同)：
　　根据我与许小艳在2019年6月26号签订
的《转让协议书》郭宝同所欠我借款伍万伍
仟元整(55000元)，于2019年9月26号，转让给
许小艳。2010年12月份许小艳把这笔借款已
(以)替郭宝同还给我。请郭宝同将该笔借款
支付给许小艳。特此通知

闫学志　2021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