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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义国：原告李月华诉你(2021)鄂0683民初33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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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邓志高：本院受理黄因如诉你、邓青龙、第三
人张小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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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荷英、赵波、李娜、张春、李向华、张兴军、
沈霞、李军、余心华、乔平：本院受理湖北枣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在公告向你们
送达(2020)鄂0683民初50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
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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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杨志林：本院受理原告王定国诉杨志林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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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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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院龙安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梁述高：本院受理刘雨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402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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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时(节假日顺延)在坝寨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宋春：本院受理黎平县海天商品混凝土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与贵州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黔2631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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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刘十花：本院受理严左祥诉你婚姻家庭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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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超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8月18日15时在本院第
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郑榜华：本院受理刘志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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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超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8月18日09时在本院第
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张义光：本院受理许绍胜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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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超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8月17日15时在本院第
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张兴：本院受理张绍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0323民初138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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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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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青海盛唐阔达装饰有限公司、马红成：本院审
理刘恩洪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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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廿里铺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西宁第一木器厂：本院审理马生庆诉你方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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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廿里铺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任忠连：原告涂晓丹与富控电梯工程温州有
限公司、朋玉峰、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
民初11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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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燕、陈顺林：本院受理厉晓飞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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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罗琼、陈建辉：本院受理厉晓飞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
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90日视
为迭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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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730民特1号 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孙进玉申请宣告孙喜顺失
踪一案，于2021年1月29日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届满，孙喜顺仍下落不明，本院于2021
年5月14日依法作出(2021)冀0730民特1号民事判
决，宣告孙喜顺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倪富勇：本院受理盖周雪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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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寨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南京京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市
雨花台区宏源吊顶材料经营部诉你(单位)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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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金箔路658号二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蒋宙飞：本院受理徐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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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材料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诚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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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七审
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2021)苏0281民特332号 本院受理刘益平申
请宣告刘浩失踪一案，经查：刘浩(曾用名刘
昊，男，199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
证号码320281199509291299，住江阴市夏港镇
普惠苑34幢201室)自2019年4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刘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彭林芳：本院受理陆兴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81民
初7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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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辉：本院受理句容市边城镇祥瑞商店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1183民初4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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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潘小网：本院受理吴慧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青0105民
初56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于本判
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货款4470元；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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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军、韩学祥：本院受理青海冠豪商贸有限公
司诉青海嘉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赵海
堂、李朝东、吴军、韩学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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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飞龙经销公司：本院受理刘威诉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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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加强：本院受理南充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你与郑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03民初1445
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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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8月5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张雪：本院受理李兴诉段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受理民事诉讼
案件监督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二
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0000元，同时判令二
被告承担逾期未还款的违约金400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8：30分在本院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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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大连泓利拍卖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陈
环与你方(被申请人)拍卖合同纠纷【2021】大
仲字第271-276号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
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公告期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
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9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地点为本委第四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催告书送达公告

郑主喜（ 公民身份号码：4130 2 6 1 9 6 2****
217X）：你非医师行医一案，本局于2020年9
月2日向你公告送达{温卫医罚〔2020〕85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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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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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全：本院受理郝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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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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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杰：本院受理李艳臣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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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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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言俊：本院受理赵长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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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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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易洪武：祁勇诉你与陈丽光等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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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
日起超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第3
日0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刘怀明：本院受理绥阳县安捷汽车货运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黔0323民初139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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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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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吴少成：本院受理邓秀兰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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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臣、李丹：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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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
日10：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蘑菇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昭通市北城建筑工程公司、秦财星：本院受理
原告李国波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原告李国波不服本院作出的(2020)云0628
民初2369号民事判决书，于2021年5月7日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届满60日视为送达，提
出上诉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刘志丹：本院受理原告朱良超诉刘志丹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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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
月24日下午14时在本院龙安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刘帮全：本院受理原告张光梅诉刘帮全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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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8月24日上午10时在本院龙安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石永先：本院受理吴凤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须知、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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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徐霞客人民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俊梅：本院受理杨春寿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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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富祥：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马关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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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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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才：本院受理李生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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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胜秦：本院受理腾冲市腾龙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90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租赁费17520元。案件
受理费238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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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占清、徐根艳：本院受理杨连顺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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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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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公遂：本院受理郭兆广、杨天晓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云0581民初52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
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两原告
矿石尾款149000元。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被告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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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占清、杨正兴：本院受理杨连顺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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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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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固东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邵智：本院受理西宁国宾石业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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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二十里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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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林：本院审理周爱文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青0105民初1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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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占林：本院审理张海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青
0105民初1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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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占林：本院受理郭长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
民初1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廿里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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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长生：本院受理李金保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
112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货款11903元。案件受理费简易程序减半
收取49元，财产保全费139元，共计188元，由被
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李正琼：本院受理刘益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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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都龙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锡林郭勒盟讯通通讯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籍延波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0721民初
3170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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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3日14：
30分在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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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雷：本院受理李平花诉邱洪霞、薛雨、薛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驳回原告李
平花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内0721民初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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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广西桂林大锰锰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第二次分配公告

广西桂林大锰锰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人：2020年7月28日，兴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
桂0325民破1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广
西桂林大锰锰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大锰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根据该分配方案，现将大锰公司破产财
产第二次分配情况公告如下：本案破产财产
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
银行账号，通过转款支付。本次分配为第二次
分配，分配总额为人民币16，086，019元，预留处
置锰渣和其他破产费用2，086，019元，支付管理
人报酬804，000元，支付破产案件受理费59，158
元，用于分配给普通债权的金额为13，136，842
元，参与分配的普通债权金额为448，566，447
元，第二次分配的普通债权清偿率为2.928%。本
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对
于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
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
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
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9条之规定，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广西桂林大锰锰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江苏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华力钢构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583民初189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姜法荣：本院受理江苏烨德物业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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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蕾：本院受理江苏烨德物业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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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广胜：本院受理江苏烨德物业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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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臻：本院受理江苏烨德物业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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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陕西斌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岳云兵：本院
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
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翔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宜天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合肥鼎冠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
人人发机器制造有限公司诉你损害公司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
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号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道宁商贸有限公司、石国辉：本院受理
上诉人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们侵
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二区第
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786号 杨小兵：本院受理
原告王志恒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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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上午0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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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942号 黄万文：本院受理
原告张乐娒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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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5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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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958号 徐昭军：本院受理
原告驰雅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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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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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982号 龙佳：本院受理原告
乐清市顽强手机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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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上午0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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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2472号 卢正兵：本院受理
原告林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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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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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372号 山西天江电力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黄菲、魏维：本院受理原告沈通
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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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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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薇：本院受理原告余中秋与被告王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382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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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火荣：本院受理原告方立塔与被告张火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1012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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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建、云南汇科达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博时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勇建、
云南汇科达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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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胜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正海机电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胜阳变压器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8月6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福建阳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指明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福建阳谷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
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
于2021年8月5日10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曾一格：本院受理原告张慧慧与被告曾一格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8月5日10时3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小琳：本院受理原告柯起旭与被告李小琳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
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21年8
月5日15时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荣县百家乐商贸有限公司、荣县新华经贸有
限公司、自贡天友家俬有限责任公司、肖慈
华、张丽英、范羽佳、唐玉娟：原告自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661号]，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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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7月9日9时20分在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阮凯华：原告李寿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683民初5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8万
元及利息(以18万元为基数，2020年11月11日
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
同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18000元；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2130元，诉前保全费1570元，由被告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四川省德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关运动：原告杜凌阁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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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顺延)
在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郭进富：郑广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冀0709民初21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为送达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
毛世白：本院受理王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新4202民初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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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王春荣：本院受理尹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4202
民初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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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鲍丽娜：本院受理范维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20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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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河北叶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志通
与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8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陈冲：本院受理原告杨茂、周毅诉被告陈冲、
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公交客运管理局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502民初12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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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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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振：本院受理原告许超海与张振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1202民初212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湖北三六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吕监龙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鄂0281民初5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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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陈宜品：本院受理原告吴文清与被告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合议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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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定于
举证期满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晓东、于美玲：原告国金荣诉你们修理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驼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张雪芝：本院受理金浩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
初6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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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祖耀：本院受理刘家闯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巳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
0109民初43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黄锦端：本院受理的原告三都县悦丰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买实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
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732
民初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限你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支付支付货
款45104元、利息3784.29元，共计48888.29元，
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限你在60日
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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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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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兴楚房产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袁浩松、俞露丹诉你方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
1199号民事判决书。兴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退还袁浩松、俞露丹2万元，并支付资
金占用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安镇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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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德彬：本院受理王桂玲诉徐德彬买卖合同
纠纷(2021)辽0304民初1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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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东城洪金模具厂因遗失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 3 0 0 0 5 1
49866758、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乐亭京港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黄岩区宏峰模具厂因遗失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712559、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为台州市建杰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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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刘京伟：本院受理刘彦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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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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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李辙：本院受理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支
行诉安德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泽锋、刘
彩娥、付爱东、刘海燕、北京水长城科技有限
公司、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冀11民初1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34号 杭州骏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樟树市网新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骏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邹春生股
东出资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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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3日8时5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罗冬春：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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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1)川
1322民初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冬
春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四川营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69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
计算)。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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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夏刚才：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波与被告夏刚才、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
珞璜营销服务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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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和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安徽鼎红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刘钊：本院受理
秦良宽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经营场所不明、刘钊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2342号案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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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08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万金辉、袁怀国：本院受理的（2021）冀0827民初
738号原告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综合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袁怀国：本院受理的（2021）冀0827民初739号原
告河北宽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与魏叔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综合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湖北品味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品味家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王雷：本院受理
七星关区帝逸家居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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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0502民初18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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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钱青华、杨艳波：本院受理钱禹吕、李艳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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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江钊峻、朱爱玉：本院受理刘佳诉你们返还原
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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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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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21年8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刘刚：本院受理原告李英忠诉被告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502民初5446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3时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尚哲：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王林、陈有平：本院受理原告湖北宜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李贵军：本院受理原告崔忠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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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小光：本院受理原告何兴乾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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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18号 临沂速博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沂瑞兴
市场发展有限公司临沂鞋城C1-315)、庞树优
(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后明坡村
2000号2号楼4单元401室，公民身份号码：
371312198802166022)：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易科
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临沂速博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庞树优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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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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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支付
货款95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款清
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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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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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784民初1510号 沈中琴(住湖北省利川
市谋道镇东风村二组029号，公民身份号码：
422802198209255403)、沈列山(住湖北省利川市汪
营镇梨树村梨树6组1号，公民身份号码：
422802196611225414)：本院受理原告夏俊与被告
沈中琴、沈列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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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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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两被告立
给付货款88218元及利息2830元(已经从2020年3
月9日起算至2021年1月8日，自剩余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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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
午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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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心支公司、杨成武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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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福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
庆市福利彩票中心诉你司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802民初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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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17号 李念(住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五德镇鹿角村民委员会水槽湾村
民 小 组 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32128199109126394)：本院受理原告方梦依与被
告李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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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李念归还原
告方梦依借款5000元，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890元，合计940元，由被
告李念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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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743号 被告陈建华，住江西
省宜春市袁州区学府路267号，公民身份号码：
362201197704015415：本院受理原告吴火才与被
告陈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被告陈建
华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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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
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诉讼请求为：1、由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
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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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8月16日14时10
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董理真、胡立菊：本院受理原告何永志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
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董理真、胡立菊：本院受理原告李孝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期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董理真：本院受理原告岑枝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期届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理
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96号 江苏物美商贸有限
公司、王庆邦：本院受理原告仓春与被告江
苏物美商贸有限公司泗阳分公司、江苏物美
商贸有限公司、王庆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1323民初596号裁定书、(2021)苏1323民初
5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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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号 陈杰：本院受理原
告宿迁盛鼎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1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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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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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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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号 江苏物美商贸有限公
司泗阳分公司、江苏物美商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夏文静、孙波与被告江苏物美商贸
有限公司泗阳分公司、江苏物美商贸有限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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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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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号 潘守品：本院受理
原告李昱颉与被告潘守品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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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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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号 张敏：本院受理原
告李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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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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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609号 陈正伦：本院受理原
告朱建霞与陈正伦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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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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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1323民初5316号 宿迁市启贤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水共赢新
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宿迁市启贤
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苏1323民初5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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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491号 严红军：本院受理
原告严立忠与被告严红军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1323民初5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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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820号 刘伟：本院受理原
告王湘儒与被告刘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苏1323民初5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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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6466号 王峰：本院受理原
告朱其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1323
民初64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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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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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吉0192民初502号 刘禄：本院受理原
告顾迎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吉0192民初502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
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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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房主马荣思将北京中瑞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中瑞花园16楼3单元301房款收据1张
(0010425)金额10000元整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闫瑞因个人原因，不慎遗失龙骏家园居
住卡合同(NO.1003)共1份。特此声明作废。
杨晓仙遗失福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收据
原件一份，发票号为：00239560，金额：壹万叁
仟 贰 佰 叁 拾 伍 元 零 捌 分 病 历 号 为 ：
e11939302，声明作废。
周迁编码为104031201902002788南昌大学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证 书 遗 失 ，编 码 为
1040332019002788硕士学位证书遗失，声明作
废。2021年5月15日
沈森林，因不慎遗失身份证，号码：3304211960
05050515。签发日期：2006年1月20日，特此声
明作废。
蔡志培于2021年5月14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40921199301248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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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英语(经贸英语)专业2007
年9月至2011年7月毕业生张雨乔，性别女，
身份证号：110105198809146821，学制4年，层
次本科，毕业证编号：112321201105002571，学
位证编号：1123242011002302，遗失本科毕业
证和本科学位证，声明作废！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洪新律师不慎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1101199920788706)，特此声明作废。
新合贵衡(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1K4C0E，声明作废。
北 京 励 达 信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8150969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33790508)；公
章，声明作废。
北 京 海 淀 清 南 汽 车 维 修 站 ( 注 册 号 ：
110108141621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8000000002000)；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101922530)；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盛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GNQ376，声明作废。
北京周大乐和他的小伙伴们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MA008FX955，声明作废。
北京京大华康胃肠病研究院不慎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码号：57694288-5，声
明作废。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赵萌于2021年4月24日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130578313，声明作废。
北京市坤宇律师事务所刘凤珍律师不慎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1101200311419433)，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振隆冲腾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93QHX6，声明作废。
北京振隆冲腾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11141571093，声明作废。
北京赫连世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2RLCXX2，声明作废。
北京志德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1101092862116，声
明作废。
北京鸿润泉健身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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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5MA00GEKMXB，声明作废。
北京娇子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注册号：1101052099416，声明作废。
北京娇子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5209941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税号：110108717783823)正、副本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号：717783823)正、副本和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四海亿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077006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8671706848)正、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671706848)正、副本和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中广通运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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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16MA0040CR6C，声明作废。
北京合言智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53131238R，声明作废。
曼陀林(北京)动漫制作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551424248F，声明作废。
北京中质亚泰企业信息咨询中心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341UU0G，声明作废。
北京海泰投资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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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4LPUX49，声明作废。
天津智数云网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4MA06UNRP59，声明作废。
天津兴利源钻井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04681893245B，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天津市北辰区合家世纪房屋信息咨询服务中
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章(朱江)各一枚，声明
作废。
鑫陆久(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发
票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4MA07620U75，声明作废。
天津浩德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6F77Q0P，声明作废。
天津市沿海飞利浦集成吊顶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03MA05TK3P87，声明作废。
天津市沿海飞利浦集成吊顶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03MA05TK3P8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博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1QEC01)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京大华康胃肠病研究院(注册
号：110112013921639)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北水时代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102968581A)作废
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益众联合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5043313H)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京鲁伟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673840573M)作
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益众得利经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8535776A)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振强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74156438A)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联合优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作废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2785507396U，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市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
第 三 十 三 休 养 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10106MB1H78702L)单位公章、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九亚(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F2GJ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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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源祥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032899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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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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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96983P)，经股
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8.525万减少
至人民币1940.2825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极渊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LL08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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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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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亿朗源(北京)金融服务外包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1812388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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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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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丘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1R257X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王元军、马锦；清算组负责人：王元军。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励达信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81509694)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员：赵世杰、林
发祥、赵俊一、北京地质建筑公司，清算组组
长：赵世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久融(北京)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74135469C)
经股东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李桂屏。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颐和鑫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D4XU57)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潘明厚、胡宽英；清算组负责人：胡
宽英。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原子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78XWXW)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张漾斌、卢亮；清算组负责人：张
漾斌。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中质亚泰企业信息咨
询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341
UU0G)经投资人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
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投资人：刘亚利，请债权
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四海亿通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0770069)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姚志民、吕连串、冉昆鹏；清
算组负责人：姚志民。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海泰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LPUX4
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
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郭燕田、吴国
兴；清算组负责人：郭燕田。请债权债务人自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福
瑞祥馨茶庄(注册号：110305604005235)现拟变
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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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签名：马续辉，2021年5月18日。

公告

敖奇惠/重庆奇峰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黎(身份证号码：510222197801214115)
于2020年12月15日将对贵方的债权，即(2020)
渝05民终379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08民
初1205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权，
转让给了债权受让人孙畅(身份证号码：
510212198301260328)。自公告之日起，该债权
转让对贵方生效。

公告人：刘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