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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闫高武：本院受理原告彭梦琼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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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东：本院受理原告梁春广诉你与第三人
刘楚乔、杨树梅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2民
初4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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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鄢陵县佳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雷东辉、
雷学治：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康水泉建材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平顶山市金鹰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2民初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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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中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张书献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2
民初4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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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张书献现已提出上诉。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朱玉玲、王雅清、郑晓兵、郑晓东、闫梦凡、郑根
青：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2
民初4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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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曾献珍：本院受理原告周海军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3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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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何超：本院受理原告郭卫平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0402民初4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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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863号
陈光林、陈永：本院受理原告胡建诉被告陈光
林、陈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
付剩余款项共计42 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
42 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12月21日公布的
年利率3.85%从2019年8月10日计算至剩余款项
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两被告
全部承担。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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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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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694号
肖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诉被告肖啸信用卡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
信用卡透支款项人民币本金20 000元及利
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从原告记账之日起
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牡丹贷记卡领用合
约》、《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的约定
进行计算)；2.本案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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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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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705号
王坤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遂宁分行诉被告王坤秀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
还信用卡透支款项人民币本金29 730.36元及
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从原告记账之日
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牡丹贷记卡领用合
约》、《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的约定
进行计算；2017年1月1日起原收取的滞纳金变
更为违约金，收取费率与原费率一致)；2.本案
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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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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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杜永来：本院受理原告河北良旭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
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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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北良旭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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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2破22号 本院根据徐州德途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巩固的申请，裁定受理
徐州德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管
理人。债权人应于2021年6月14日前向管理人
(通信地址：徐州市中山北路1号盛佳大厦10
楼，邮政编码：221000；联系电话：13056210169、
1599695562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
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徐州德途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
年6月24日上午10时在铜山区人民法院第十三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会时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或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由于债权人众
多，会议场地有限，每家债权人仅限1人参加)。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2破21号 本院根据徐州中宝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徐州中宝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
市协力(徐州)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管理人。债权
人应于2021年6月2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徐州市泉山区矿大软件园黄C11号楼西侧，邮
政编码：221000；联系电话：13685112958、
1895223073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
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徐州中宝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7
月14日上午10时在铜山区人民法院大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参会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或
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由于债权人众多，会议
场地有限，每家债权人仅限1人参加)。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2破2号 本院根据瑞隆液压(徐州)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隆液压(徐州)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汇君律师
事务所为该案管理人。债权人应于2021年7月16
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徐州市铜山区长江
西路南洋国际Z8号楼3单元103室，邮政编码：
221116；联系电话：17721753531)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并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徐州中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10时在铜
山区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会
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或单位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
指派函(由于债权人众多，会议场地有限，每
家债权人仅限1人参加)。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2破25号 本院根据徐州金宏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徐州金宏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
市协力(徐州)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管理人。债权
人应于2021年6月2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徐州市泉山区矿大软件园黄C11号楼西侧，邮
政编码：221000；联系电话：13685112958、
1895223073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
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徐州金宏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7
月13日上午10时在铜山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参会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或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由于债权人众多，
会议场地有限，每家债权人仅限1人参加)。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1820号 章权：本院受理原
告杨满根诉被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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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九时三十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何世芳：本院受理陈甚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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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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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胡正文：本院受理胡锦星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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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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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甘应祥：本院受理周兴洪诉你占有物返还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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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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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春色：本院受理田昭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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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成：本院受理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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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根胜：本院受理李子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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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文映：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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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蒋庆金：本院受理段明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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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刊登的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公司诉谢君晓公告中，
谢君晓应为谢金晓，特此更正。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陈自强：本院审理闫文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
0105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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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马立刚：本院审理吴永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323
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由被
告马立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归还
原告吴永毅借款19，000.00元：二、驳回原告
吴永毅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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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
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胡志刚：本院受理王书容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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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起15日内。开
庭时间为2021年7月21日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郑场人民法庭审判庭(郑场镇万里桥旁)。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何洪燕：本院受理张冬琴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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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起15日内。开
庭时间为2021年7月21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郑场人民法庭审判庭(郑场镇万里桥旁)。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陈程、罗兴念：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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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起15日内。开庭时间为
2021年7月21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郑场人
民法庭审判庭(郑场镇万里桥旁)。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李志发：本院受理的(2021)川3424民初512号
申子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支
付利息(计算方式：从2018年12月13日起，以
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还
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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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直播
庭审活动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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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

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
李成学：本院受理的(2021)川3424民初466号杨三
财与你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1.被告向原告结算并支付工程款250000元;2、被告
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被告支付自2019年4月18
日起至今的资金利息19857.64元(暂计算至起诉
之日，以欠付工程款为基数，利率按年利率4.75%
计算，以实际支付完毕为准);4.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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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直播庭审活动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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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

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
陈碎娟：本院受理贾红雨与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瑞安分公司、胡恽兢、胡恽劼、胡琦、
陈碎娟、吴李静、杨苏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1民初3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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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利：本院受理西宁泉林防腐木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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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高新区睿和饭庄：本院受理严文昌诉
你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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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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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郝瑞香：本院受理河北承德热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2021)冀0821民初496号
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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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点(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胡呈海、高洪艳：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林业纸
箱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418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丁齐：本院受理曾兆丽诉你与张荣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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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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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丁齐：本院受理曾兆丽诉你与曾宪文民问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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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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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春霞：本院受理原告于佳波诉你及王健、第三
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环秀
支行城西分理处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鲁0282民初116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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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熊田仁：本院受理原告马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求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3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程俊明、张丽冰：本会依法受理广东康和百兴资
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与你借款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179号)。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变更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
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
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定于2021年8月4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
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9月20
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
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
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寻人启事

  董 袁 氏 ，女 ，身 份 证 号 码
342127195708075226，户籍地：安徽
省阜南县焦陂镇牛寨村董郢16 1
号。董袁氏见此公告后请联系天津

市公安局北辰分局李警官、沈警官处理赵子
龙尸体事宜(022-26390225)。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逾期一个月，公安机关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赵子龙尸体。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斌：本院受理原告孙亚诉你等人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1621民初701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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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小林卓然(曾用名李卓然)：本院受理(2021)吉02民
初159号张淑清诉你方及宫淑芹所有权确认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张淑清，女，汉族，吉林市人，身份证号码
22022119710414622X。被告：宫淑芹，女，汉族，吉林
市人，身份证号码220204193405204222。被告：小林
卓然，男，1990年5月15日出生，住日本国埼玉县
川口市並木4丁目11番13号，护照号为MU7612906
号)、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丰
满区滨江东路500号江南壹号花园D4号楼1单元
20层53号房屋(产权证号：S000413476)所有权为原
告所有，房屋价值42万元；2.请求两名被告协助
原告将诉争房屋(产权证号：S000413476)登记到原
告名下；3.诉讼费用由两名被告承担。事实与理
由：2002年9月23日，原告与李静海登记结婚，2016
年9月19日，原告与李静海购买了诉争房屋，登
记在李静海名下，建筑面积81.67平方米(该房屋
是张淑清和李静海唯一一套住房)。之后夫妻双
方对该房产约定所有权为原告所有。李静海于
2018年6月6日去世。李静海去世后，其第一顺序
继承人有宫淑芹、小林卓然及原告。现两名被告
拒不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更名手续，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限期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于
2021年9月24日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2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淘实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王秀平、
张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晓东诉三被告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三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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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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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工业园区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沈惠君、丁传凤、沈江：本院受理尚义六、李定仙
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
决。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205民初10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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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陈新锋、陈忠：本院受理路景远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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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节假日顺延)
在安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赵明珠(曾用名赵明洙)：本院受理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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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尹宗春：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申
请人尹昌政申请宣告尹宗春失踪一案。本院
适用特别程序进行了审理 ，现依法公告
(2021)桂0326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宣告尹宗春失踪。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林志成：本院受理孔祥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03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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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吴国叶：本院受理王治高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2732民初163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王治高与你离婚;二、
婚生子女王钰、王丹、王飞龙由王治高抚养教
育，你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次日起，每月承担王
钰、王丹、王飞龙每人400元的抚养教育费，每半
年支付一次(即每年6月30日和12月30日两次支
付)至王钰、王丹、王飞龙年满十八周岁止。子女
成年后，随父随母，任其选择;三、限你于本判决
生效起15日内向王治高支付王飞龙的医疗费
28624.71元;四、驳回王治高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诉讼费520元、公告费925元，均由你
承担】。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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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毕节巧夺天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栗松、毕节齐
悦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海龙
诉被告毕节巧夺天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栗松、
毕节齐悦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黔0502民初12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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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邱永文：本院受理原告路绍芳诉被告邱永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申请撤诉，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
准许原告撤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黔
0502民初1095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628号 李凯：本院受理原
告乐清市浩辰建材经营部与被告李凯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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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8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663号 梁得润：本院受理
原告赵万斌与被告梁得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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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8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185号 罗红霞：本院受理
原告潘国生与被告罗红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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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3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振忠：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金利表面处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振忠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1)浙0382民初376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文书上
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风险告知提
示卡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本案定于2021年8月3日9：00在本院六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898号 包建东：本院受理
原告张其信诉你及第三人朱露静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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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30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刘文全：原告彭志禄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被告刘文全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彭志禄借
款人民币75000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1)川0726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成功：本院受理原告黄培志诉你与佘再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并定于2021年8
月1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阜阳市颍州区梵古瑜伽馆、王姗姗：本院受理原
告阜阳春阳冷暖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
告阜阳市颍州区梵古瑜伽馆、王姗姗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2021)皖1202民初4832号案，现依
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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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转换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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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士允：本院受理姜景兰诉你房屋销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881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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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碧财、邓必华申请宣
告邓碧成失踪一案。申请人邓碧财、邓必华
称，与被申请人邓碧成系同胞兄弟。邓碧成，
男，196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人，农
民，住保康县歇马镇羊五村2组。公民身份号
码420626196012013530。邓碧成于2002年9月
起，下落不明已满19年。下落不明人邓碧成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邓碧成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邓碧成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邓碧成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邹红该：本院受理原告高明枝与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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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7月27日10时00分在湖北省
仙桃市人民法院毛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卢先发：本院受理郑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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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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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张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平邑县诚信液化气有限公司：我院(2020)鲁
1326民初1572号所判决的原告山东平邑新能
源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你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案，山东平邑新能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现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金花、格日乐图、师利宁：本院受理孙凤林诉你
们及第三人河北玛世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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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2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李春莹、温振强、杨宝财：本院受理孙凤林诉你
们及第三人河北玛世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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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乌鲁木齐至诚嘉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乌鲁木齐银川路支行基
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份 ，核 准 号
J8810027431901，现挂失，声明作废。
北京三圣高思维书店第二分店不慎遗失
公 章 和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81618437，声明作废。
北京三圣高思维书店不慎遗失公章和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8005708566,声明作废。
名远众筹(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TA916)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华方经典养老照
料中心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JY31102010491567，声明作废。
韩中医美(北京)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098166198K，声明作废。
北京飞花似梦美容中心(注册号：110222160727
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代码号：753304260)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110108753304260)正、副本和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久钰恒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MA0067HFX9，声明作废。
北京普优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CTTN4R，声明作废。
北京万家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6016819633，声明作废。
北京通贵招待所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编号：
海卫环监字(2013)第59479号，有效期：2017年10
月11日-2021年10月10日。声明作废。
北京万千丝雨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52394021,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11010574044802X000,声明作废。
北京美创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3MA018N9M1W，声明作废。
北京卓氏佳钰珠宝店(注册号：11010260403032
8)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号：L28720678)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税号：
110102L28720678)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华亚凯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061320737H，声明作废。
北京康耐特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010460)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
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飞迪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009946)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科欣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110000410073
054)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
副本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市房山区哆唻咪幼儿园工会不慎遗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
区 支 行 开 户 行 许 可 证 ，账 号 ：
911008010001149276，核准号：J1000204149801，
许可证号：1000-03255425声明作废。
北京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110228306700018，声明作废。
常州市鹏翔汽车装饰件厂不慎遗失帆豪博物
流(上海)有限公司签发的三正三副海运提单，
提单号：CNSHASE1030465，船名航次：EVER
GENTLEV.1132-010W卸货港：ROTTERDA
M箱号：CCLU7 7 7 6 5 5 4 品名：BUMPER，
BUMPER PARTS，GRILLE货值：19160美金
签发日期：2021年3月23日声明作废。
欧米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不慎将境内机构
外债签约情况表遗失，业务编号：45310000202
007018459，声明作废。
安宁醉花亭落凡尘便利店遗失兰州市安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核发日期：2019年12月17日，许可证编
号：JY16201051548265，声明作废。
经营者朱莉萍不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2012年6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名称：长沙市雨花区奥玛生机美容院，注册
号为：430111600453139，现声明作废。
(姓名：朱裕振)于2021年4月26日，本人不慎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 号 码 为 ：
371311198507054419，有效期限：2012年06月21日
-2032年06月21日，签发机关：泰安市公安局泰
山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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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姓名：王慧)于2021年5月1日，本人在云南省不
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370831198
409065423，有效期限：2015年8月12日-2035年8
月12日，签发机关：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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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曹 惠 林 ，因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622226197209010562。签发日期：2015年7月25
日，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崔笑寒于2021年5月3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4103271993101550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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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淇颖于2021年4月17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350503200107100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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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占江于2021年4月30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412826198810248078，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黄 晓 宇 于2 0 2 1 年 4 月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51342319871008****，签发机关北京市公安局
石景山分局，签发时间2020年，声明作废。
邹春华于2021年4月30日遗失身份证，签发
机关：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证件有效期
2 0 1 7 . 1 2 . 3 1 - 2 0 3 7 . 1 2 . 3 1 年 ，身 份 证 号 ：
420521198002142218，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艺匠组合美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9977198XU)作废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普力司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65032987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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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3625522U)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果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32QT1P)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磨嬉(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U7UL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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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梦起航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8NFT6W)作废合
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思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29490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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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德嘉业商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1DKF
X9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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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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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时代酒店管理发展(北京)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67055220XM)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5336.5045万元人民币减少至4166.5045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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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07NCA6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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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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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艺美嘉华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5486006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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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清、李红，清算组负责人：李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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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伊志兰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315XG)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马彪，清算组负责人：马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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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家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6016819633)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李长鸿，清算组负责人：李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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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创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8N9M1W)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沈平安，清算组负责人：沈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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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千丝雨广告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052394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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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德成、刘旭升，清算组负责人：韩德成，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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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世之作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JEU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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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欢庆、刘冬
雪，清算组负责人：魏欢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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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路恒通停车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15010159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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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玉伟、耿玉枝，清算组负责人：
耿玉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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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企业北京科欣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
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
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
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
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
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的；存在股权(投资收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
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
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
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
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
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已
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北京集成电路
制版服务中心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
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北京集成电
路制版服务中心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
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
惩戒。联系方式：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
甲14号，联系人：孙燕，电话：010-82544651。
公告：本企业北京康耐特电子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
注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
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
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
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
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
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
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收益)被冻结、出质或动
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
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
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
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
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
本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北京海淀
中自电子技术部已被吊销三年以上，北京海
淀中自电子技术部投资人北京中自技术集团
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
由北京中自技术集团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
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
和惩戒。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
条一号，联系人：孙燕，电话：010-82544651。
公告：本企业北京飞迪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
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
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
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
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
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的；存在股权(投资收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
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
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
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
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
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已
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北京海淀中自
电子技术部已被吊销三年以上，北京海淀中
自电子技术部投资人北京中自技术集团对以
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北
京中自技术集团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
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
惩戒。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
一号，联系人：孙燕，电话：010-82544651。

债权转让通知

王政、深圳市中深国际经济合作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四川国青川贝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邹志勇已于2021年3月15日将2018年4
月25日《借款函》项下权利全部转让给蒋春
梅，请你们直接向蒋春梅履行还款及担保义
务。特此通知。

邹志勇 2021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