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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关于海南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公告

  海南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以下简称“助业”案)，已于2018年6

月15日审理终结，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根

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的意见》，定于2021年5月19日至2021

年6月18日，开展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

作。为方便集资参与人参加信息核实登记，现

将信息核实登记工作的地点、时间、核实登记

对象、核实登记流程及联系电话公告如下：

  一、核实登记地点及时间

  核实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金贸派出所，联系人：梁警官，联系电话：

68530600，18751873583。登记时间：自2021年5月19

日至2021年6月18日期间的工作日，从8点30分

至17点30分。

  二、核实登记对象

  “助业”案未经公安部门核实登记的集资

受损人。

  三、核实登记方式

  本次核实登记方式为现场登记。

  四、携带材料

  (一)身份信息材料

  1 .集资参与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

件、户口本原件等材料进行身份信息核实。

  2.集资参与人本人不能参加的，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委托

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除提供第一项所

需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原件或者

集资参与人亲笔书写并签字、摁手印的委托

书原件等材料。

  3 .集资参与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其法定代理人参

加现场核实登记。除第一项涉及的证明材

料外，还需提供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或者监护证

明等能够证明双方法定代理身份关系材料

的原件及复印件。

  4.集资参与人已经死亡的，由其继承权

利人持被继承人死亡证明，证明继承权的

公证文书(法院生效判决)或者有继承权的

身份关系证明等材料进行现场核实登记。

集资参与人有多名继承权利人的，由各继

承权利人协商委托其中一名继承权利人持

各继承权利人签名、摁手印的委托书进行

现场核实登记。各继承权利人之间无法达

成一致意见的，登记第一个进行现场核实

登记的继承权利人的身份信息，各继承权

利人之间对返还案款的分配问题由各继承

权利人自行解决。

  (二)集资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持相关集资合同、协议、合

约、银行交易明细或者收款收据等能够证明

实际集资金额、收取返款金额的材料办理核

实登记手续。

  (三)收款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携带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并

准备收款账号、开户行行号、开户网点名称等

信息。

  五、注意事项

  (一)此次核实登记的结果将作为案款发

还的数据基础，请集资参与人按照公告确定

的时间及时参与，避免因未参加核实登记而

影响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信、网络

等诈骗，除现场核实登记外，工作组不会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要求集资参与人提供

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会提

出转账、验资、交费等要求。

  (三)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扰乱核实登记

现场工作秩序、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的，

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海口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5月18日

  “我们真诚悔过，愿意积极履行并接受

法院处罚。”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

民法院一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陈某和案

外人施某虚构租赁关系，企图规避执行，被

法院识破。

  此前，吴中法院在执行该案时，决定对

陈某名下的房产进行拍卖。其母施某向法

院提出书面异议，称房屋由她租住，并已一

次性付清20年租金。执行法官经调查发现，

施某在同一小区另有住房，两人被询问时

的表述存在较大出入，且陈某手机中存有

部分证明租赁关系虚假的材料。

  在证据面前，陈某不得不承认与母亲

施某虚构租赁合同规避执行的事实。此后，

尽管陈某积极筹款并在一个月内将237万元

执行款履行完毕，但因其存在虚构租赁合

同、规避执行等行为，吴中法院依法对陈某

和施某分别处以10万元、5万元的罚款。

  这仅是吴中法院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

为的一个普通案例。为实现对规避执行行

为的全面打击，吴中法院从立案环节开始，

对规避执行线索进行全流程排查、研判和

处置，并针对移动支付使用频繁这一情况，

创新推出微信调查三步法，查处了一批规

避执行违法行为，推动反规避执行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今，吴中法

院对存在规避执行、拒不执行等违法行为

人共拘留491人次、罚款226人次，罚款金额

达165万元。

  在打击违法、督促执行的同时，吴中法

院深入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不断提升

执行工作水平。疫情期间，吴中法院创新运

用预拘留模式，向被执行人下达预拘留决

定书，并指定履行期限。同时，明确告知被

执行人，如未按指定期限履行，法院将在收

押条件成熟时依法直接采取拘留措施。疫

情发生以来，吴中法院已对20名被执行人作

出预拘留决定，以刚柔并济的方式保证执

行措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不脱力。

目前，这一模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吴中法院

执行工作中。

  2021年3月，吴中法院被苏州中院确定

为苏州法院反规避执行实训基地，成为苏

州市唯一一家针对反规避执行工作设立的

专业性实训基地。通过专题授课、案例教

学、跟班学习等多种方式，吴中法院对全市

法院执行干警进行反规避执行培训，推动

反规避执行工作先进经验在全市法院“开

花结果”。

  2021年4月，吴中法院法官受邀登上2021

年第一期苏州执行大讲堂，从财产申报、移动

支付工具调查、涉公司规避执行查处、虚假租

赁审查认定、执行心理学等方面，就反规避执

行实务操作向全市法院执行干警进行授课，

获得参训执行干警一致好评。

  吴中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肖仁

刚表示：“下一步，吴中法院将持续深入开

展反规避执行专项行动，在每一个案件执

行过程中做到排查规避执行线索不留死

角、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决不手软，让更多

‘ 真金白银’及时装进胜诉当事人口袋，努

力打通司法正义‘最后一公里’。”

王长栋  

重拳打击规避执行行为

苏州吴中法院努力打通司法正义“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近日，全国首条虚拟轨道列

车——— 盐城SRT一号线正式运行。为加强营

运车辆管理，江苏省盐城市出台《盐城市区

虚拟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盐城市司法局及时高效完成《办

法》的合法性审核工作，助力SRT列车“开

跑”。该局先后3次组织公交、轨道、法律等

行业专家，对SRT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进

行研究，并邀请省交通运输厅、省司法厅专

家进行论证。《办法》符合交通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

通过予以印发。    刘菊 骆姣姣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召

开全县小型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火灾

高风险区域整治动员会，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扎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上，惠来县消

防救援大队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部署，要求

各级政府各部门明确职责，推进《广东省消

防工作若干规定》落地见效。下一步，惠来县

将严格落实“五个一”措施，即坚持一个整治

标准、开展一次全面摸底、组织一次专门指

导、清理一次违规住人、策划一次集中宣传，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庄群

  本报讯 当前正值罂粟开花时节，颜色

辨识度较高，为坚决遏制和打击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实现毒品原植物

“零种植”“零产量”目标，连日来，湖南省永

州市宁远县桐山街道禁毒办联合桐山派出

所，利用无人机开展禁毒踏查行动。截至目

前，已开展禁毒踏查20余次，覆盖9个行政

村，未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行为。

下一步，桐山街道将按照“不放过一山一坡”

“不放过一株一苗”的要求，持续加大踏查力

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铲除，努力营造禁种

铲毒的良好氛围。       黄俊逸

永州铜山街道利用无人机开展禁毒踏查惠来消防部署火灾高风险区域专项整治盐城司法局助力SRT列车“开跑”

  本报讯 今年是“醉驾入刑”10周年，

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醉驾交通事故发

生，连日来，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开展“醉驾入刑十周年”主题宣传

活动。活动中，民警深入辖区机关、单位、企

业、学校、社区、农村，通过悬挂宣传标语、

发放宣传彩页、播放醉驾警示教育片等方

式，广泛宣传醉驾危害和“醉驾入刑”的意

义，引导群众提高文明交通意识，做到开车

不喝酒、酒后不开车。此次活动共开展46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5万余份，受教育群众达

10万余人次，收效良好。    姚建勋

汝南交警开展“醉驾入刑十周年”主题宣传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官

亭镇高效处置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一起信

访案件，拆除一处违法混凝土搅拌站。肥西县

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

举报件，反映某水泥制品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造成噪音和扬尘污染，并将信访件反馈至公

司所在地官亭镇。经查，该公司未办理环评审

批和验收等手续。今年3月，肥西县生态环境

分局、官亭镇政府责令其清理相关设备和材

料。3月底，该公司停止生产，并完成厂区内生

产原材料清理等工作。目前，企业主体设备已

全部拆除并清运完毕。     杨亚奇

肥西官亭镇高效处置环保督查信访案件
  本报讯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州消防救援

支队开展以“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为主题的党史故事讲述活动。8名党史故事

讲述人围绕历史中的重大战役、革命先烈事

迹等展开讲述。全体指战员、消防文员聆听

党史、观摩历史文献、观看珍贵影像资料，重

温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下一

步，博州消防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

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

害事故的强大动力。  章锦民 陈克勤

博州消防举办党史故事讲述活动

公 告
  北京市公安局于2010年12月27日在菲

律宾组织抓捕电信诈骗嫌疑人时起获现

金9万余元，现案件已审结该钱款与案件

无关，经多方查找无法确定该钱款所有

人。现请该钱款所有人自本公告之日起6

个月内到刑侦总队(联系人：康虎，电话010

-83996060)认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

无人认领，我单位依规将此财物按照无主

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特此公告。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2021年5月18日

声 明
  本公司内退职工杨宝升于2016年5月
30日与公司签订《内退协议》，公司已不再
派其出国执行任务，但杨宝升未经公司允
许，且多次不听公司劝阻，擅自持因私护
照前往博茨瓦纳。
  经公司调查确认，杨宝升的行为已严
重违反公司《外事管理办法》，为维护公司
声誉，避免公司权益遭到不法侵害，公司
特此严正声明：杨宝升在博茨瓦纳一切活
动均与公司无关，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
法律责任均由杨宝升本人承担。
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２０21年5月18日
徐艳涛、邯郸圣凯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
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
0403民初4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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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马辉：本院受理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冀0403民初4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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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598号 朱猛：本院受理原告周于然与被告朱猛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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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2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张坤：本院受理原告朱立强、张海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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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11民初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书，可在
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2号 王莉：本院受理原告田永成与被告王莉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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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交诉讼费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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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1号 邵长国：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泉山区正翔汽车租
赁部与被告邵长国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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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交诉讼费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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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徐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55号 王海祥：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蕾诉你买卖合同议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15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23号 张浩：本院受理原告董晓明诉你买卖合同议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2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396号 童欣：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灵匠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童欣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
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证据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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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986号 姜正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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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和证据材料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025号 杨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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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和证据材料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936号 肖星星、肖细兰、李丛初：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
工物流有限公司泉山分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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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936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徐州市泉山区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
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476号 满春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473号 王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廉政监督卡、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472号 赵连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6号 郑小胜：本院受理原告高明权诉你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984号 徐州百富时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曹凤梅与你公司、徐州市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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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5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378、1404、1407、1408、1410、1411、1658、1659、1673、1699、
1712、1715、1717、1718、1719、1722、1723、1729、1725、1726、1727、1728、1729、
1730、1731、1732、1733、1734、1735、1736、1737、1738、1739、1740、1741、1742、
1743、1744、1745、1746、1747、1748、1749、1750、1751、1752、1753、1754、1755、
1786、1787、1792、1793、1262、1191号  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刊登在12
版的徐州百富时尚商业管理公司公告中，徐州百富时尚商业管理公
司应为徐州百富时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季国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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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薛亚：本院受理原告张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324民初5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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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王卫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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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8月13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陶卫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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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8月13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吴加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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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8月13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昌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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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1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高留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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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1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赵大恰：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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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葛明军：本院受理原告黄朝海与被告葛明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本案被告葛明军下落不明，原告要求你立即将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
镇尔玛小区H5栋3单元3层2号房屋产权过户至原告名下，并由你承担此
次诉讼费，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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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2021年8月14日上午09时30分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昌民、王文喜：原告赵启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张昌民：原告赵启龙诉你与孙连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陈丰收：原告刘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鲁1324民初6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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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赵佃文、刘士芳：原告陈丙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鲁1324民初6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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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王静：原告杜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李二孩：原告苗永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鲁1324民初4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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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徐伟、徐会祥：原告戚洪岩诉你们与孙中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周从华：原告付孝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鲁1324民初5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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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张广华：原告王得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长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
吴辉：本院受理舒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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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枣阳市建亚矿业有限公司：原告王泽全、高天银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
初1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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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孙世国、陈超芳要求宣告失踪人孙聪死亡一案，本院已受
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之规定，特发出寻找失
踪人孙聪(孙聪，男，199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原住枣阳市王城镇居
委会，公民身份证号码420683199408154015)公告。公告期为一年，一年
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陈桂娟：本院受理李玉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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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王洪军：本院受理朱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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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季永建：本院受理曹秀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1283民初8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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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黄康：本院受理成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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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闾小龙、张美芳：本院受理张宝中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268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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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何亚军、吴冬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1283民初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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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长兴辉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原告马鞍山泰唔金属材料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本金32万元及逾期利息；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 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何俊伟：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分公司诉你电
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违约损失15036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李不桓：原告高国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0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安酷格拉迪西餐餐饮有限公司：原告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02民初6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忠明：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浙040 2民初
1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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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周德素、李素平：原告潘美芳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 2 1 )浙04 0 2民初20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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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嘉兴居联新饰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王广闯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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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杭州慕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原告俞来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02民初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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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熊洪萍：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
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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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吴晨：原告周干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402民初2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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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刘林：原告彭光红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402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绍刚：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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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新北区河海伀茚五金店、胡中银、凌志：原告嘉兴凡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1号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伦：原告嘉兴水果市场阿奎果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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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杨阳：原告吴荣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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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郭楚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原告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南湖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第6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刘素三：原告方玉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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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娜、黄玉腾：原告嘉兴沃硕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你居间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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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北京羽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羽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房融
家科技有限公司、张朝：原告浙江加财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02民初10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浙江来比速餐饮有限公司、郝建龙：原告唐镭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5580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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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童敬尧、南京泰事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金钥匙仓储有限公
司：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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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科技城法庭6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朱欢欢、南京泰事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金钥匙仓储有限公
司：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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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科技城法庭6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21号 申请人谭俊因遗失其持有的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北滘支行支票壹张(票号：3090443097671755；金
额：50000元；付款人：谭俊；收款人：莫海明；出票日期：2021年5月
12日；付款日期：2021年5月1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
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常 州 市 金 坛 支 行 开 具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票 号 为
31400051/30172570，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常州金坛金军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市金坛建明机械制造厂(普通合伙)，出票
日期2017年8月28日，到期日2018年2月2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受理后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常州威孚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国星电器有限公司诉
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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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黄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张志：本院受理刘浩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1苏0412民初
81 7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前黄法庭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许传伟：本院受理张曦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2021苏0412民
初3145号)，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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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前
黄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张顺钦(曾用名：张顺金)：我院受理王威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有我院执行局移送，对我院查封你妻子李冬妍(曾用名：李秋玲)
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北260号院4号楼18层1803号房
屋的房产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评估机构通
知。望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司法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评估机
构，确定鉴定日期。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评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

于2021年6月17日上午10点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对位于黑龙江省、吉林省

和辽宁省境内“万里大造林”案涉案林地、林

木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

  1、黑龙江省嘉荫县涉案林地、林木，分19

个标的第三次拍卖；

  2、黑龙江省龙江县案涉案林地、林木分

39个标的第一次拍卖，富裕县案涉案林地、林

木分6个标的第三次拍卖，甘南县案涉案林

地、林木分5个标的第一次拍卖、肇州县案涉

案林地、林木分14个标的第一次拍卖；

  3、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县案涉案林地、林

木分5个标的第一次拍卖；

  4、辽宁省彰武县国有胜利机械林场案涉

案林地、林木分5个标的第一次拍卖，义县白

庙子乡沙河亮村案涉案林地、林木分2个标的

第三次拍卖，康平县国有张家窑林场案涉案

林地、林木1个标的第一次拍卖；

  特别说明：

  1、林地面积以相关部门实测为准，林地、

林木状况以现状为准。标的明细请登录中拍

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内蒙古嘉得

拍 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网 站 h t t p ：/ /

www.nmjiade.com查询。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

视为对拍卖标的的瑕疵完全了解，拍卖人及

委托人对拍卖标的的瑕疵不负担保责任。

  2、租地合同到期后，由买受人自行与原

土地发包人协调林地续签手续。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依法自行办理

林权证或采伐证。

  4、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不得随意改变土

地性质。

  5、展示及报名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2021

年6月16日下午4：30时止。

  6、竞买人应在2021年6月16日下午4：30时

前(以银行到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

司指定账户(户名：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大学东街支

行；账号：8115601013000003816)，并于2021年6

月16日下午4：30时前凭竞买保证金凭据及有

效证件与我公司联系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

卖未成交的，将在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

退还保证金。

  咨询电话：0471-6686599

          18647120017

  报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绿

地领海大厦A座11楼

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5月18日

  我公司作特别声明：因内部改革调整，撤

销部分机构，工商登记已注销，从即日起，以

下印章作废：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成

都分公司、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成都

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

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

程公司榆林有色项目部、西北电建四公司西

安科技路110kV变电站站项目部、西北电建四

公司榆林榆阳三江煤化公司项目部、西北电

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河坡电厂项目部、

西北电建四公司渭化项目部、西北电建四公

司华能岳阳电厂工程项目部、西北电建四公

司华能福州电厂工程项目部、西北电力建设

第四工程公司襄化工程项目部、西北电力建

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三门峡渑池风电项目

部、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华电神

木高家堡项目部、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

限公司大唐临清项目部、西北电建四公司华

能秦岭发电有限公司检修楼工程项目部、西

北电建四公司国电西安西郊热电厂项目部、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大唐绥化项

目部、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沈东

热电输煤岛项目部、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

有限公司大唐陕西韩城发电厂20MWp光伏项

目部、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陕西煤化

二甲醚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西北电力建

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财务专用

章、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奕

光电厂项目部财务专用章、西北电力建设第

四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宁北铝电项目部财务专

用章、西北电建四公司太华路小学工程项目

部资料专用章(签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

四工程公司曲江商务大厦项目经理部资料专

用章(签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

司西安雨润项目经理部资料专用章(签合同无

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先锋花园项

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

设第四工程公司新疆库西光伏项目部资料专

用章(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

公司山西大唐环翠山光伏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光伏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

兖矿榆林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恩菲中卫光伏电

站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

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陕西中医学院项目部资

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

工程公司金水园小区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

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宁夏

御泉明珠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力利科技1#机加

厂房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签订合同无效)、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恩菲中宁光伏产

业园区30MWp光伏电站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

(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攸县电厂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签订合

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

铝宁夏银星电厂厂前区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

章(签订合同无效)、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

司中心试验室材料检验专用章、西北电力建

设第四工程公司国电克拉玛依项目部资料专

用章、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新疆国投

伊宁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西北电建四公司神

华宁夏煤业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西北电力建

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咸阳南苑生产楼项目部

资料专用章、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沈东热电输煤岛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西北

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奕光电厂项

目部资料专用章、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北骄二期项目部资料专用

章。自声明之日起，以上印章造成的任何法

律、债务等纠纷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印章作废声明

公 告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

机务段职工宋建平，自2006年04月01日享

受伤病救济费，至今已超过享受伤病救济

费医疗期。鉴于你至今未到单位上班，你

的旷工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及

单位相关规定，限你在看到本通知登报之

日起30天内到单位报到说明情况，逾期未

归，单位将按相关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由你本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机务段

2021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