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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公保昂周：本院受理原告关却乎当周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青2321民初719号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本院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下午15时(节假曰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15号 倪金泉：本院受理
原告汪厚龙与倪金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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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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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1312号 汤义斌：本院受理
原告李后祥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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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1323民初1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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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号 胡雅展、苏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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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雅展、苏晓玲、陈正、王
玉花、李红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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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号 晏前军：本院受理
原告张继祥与被告晏前军债权转让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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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号 王银雷：本院受理
原告马其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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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水兵：本院受理原告张诗兴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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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鄢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张毅：本院受理黄早海诉你与重庆泉盛建设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天毅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3
月11日通过《法治日报》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公开审
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文书。并已于
2021年6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庭
审理，你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当庭
将诉讼标的从60万元变更增加为1 057 650
元。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求申请
书副本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定于2021年8月18
日13时30分在息烽县人民法院第5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余强利、龙云峰：本院受理原告邓超启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2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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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323民初3304号 刘卫东、吴芬：本
院受理的原告朱化明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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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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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冯峰：本院受理上诉人赵文与被上诉人冯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敬：本院受理兴仁县帅国飞汽车租赁中心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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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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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期
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案将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3日8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997号 郭东风：本院受理
原告叶金龙与你、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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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10时00分在宣堡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双雅家具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新乡市鑫泰隆木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豫0721民初1161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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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乡县人民法院
张道飞：本院受理原告方梦思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
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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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吴明苏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
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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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贺海忠：本院受理马生虎诉贺海忠劳务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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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石嘴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罗志寿：本院受理马武财诉罗志寿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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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石嘴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旦：本院受理刘永朝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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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冰冰、王中涛：本院受理(2021)浙0482民初
1120号原告嘉兴兆弘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冰冰、王中涛加工合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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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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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乍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7359号 俞向阳(住江西省抚州
市临川区文昌街办瑶坪村七组)：本院对原告楼
朝纲与被告俞向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84民初
7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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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169号 四川泰森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范成义：本院受理原告兴达建筑器
材经销店诉四川泰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范
成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四川泰森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范成义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146号 张胜：本院受理兴
仁市小江租车行与王发、张胜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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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0)黔2322民初5472号 刘中林：本院受理
原告(反诉被告)陈斌与被告(反诉原告)广禹
华、第三人刘中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反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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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早上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梁定皇：原告林柏翘与被告梁定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21)粤0391民初2765号。原告向本
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
民币11000元及逾期利息(以人民币11000元为基
数，自2017年1月26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即年利率15.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
至2020年12月3日为人民币6620.72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以上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
17620.7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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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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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8月25日
16时10分在法治大厦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李缘缘：原告林柏翘与被告李缘缘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粤0391民初2763号。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人民
币2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按贷款市
场报价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
年12月3日为人民币3456.44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以上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
23456.4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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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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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8月25日14
时30分在法治大厦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提存公告

林忠斌(CRISPIN LIM@LIM TIONG PIN)、林忠
意(RENIE M LIM@RENIE MALCAMPO LIM)：
付长红已于2021年6月2日根据已生效的《福
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调解书》(2019闽
0203民初23705号)将购房尾款人民币48万元
整提存于我处。请你们于2026年6月1日前，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处领取提存款。根
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
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
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厦门市公证处
2021年6月4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立祖：本院受理韩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
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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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生：本院受理张家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
初25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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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康正纺织有限公司、周曦、陈海燕：本院
受理江阴市春阳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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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81民初790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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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斌：本院受理李芳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81民初
983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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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钱亚龙：本院受理李顺顺与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
及转换程序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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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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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顾春好：本院受理徐惠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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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季庆柯：本院受理孔德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8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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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胜喜、吴彩虹：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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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15：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田东海：本院受理付团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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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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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楗：本院受理石昌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
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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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登伟：本院受理杨正芬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
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
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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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英：本院受理王成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届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家事审判庭公开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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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刚：本院受理张玉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案件跟踪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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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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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李佳：本院受理龙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案件跟
踪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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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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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张晓强：本院受理王立刚诉你等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
额内赔偿原告车辆损失28680元。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内0721民初576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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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江阴市陆通物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蓉梅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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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须知、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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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胡晓宏：本院受理朱同山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
知、廉政监督卡、(2021)苏0281民初7103号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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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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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亚芳：本院受理顾玉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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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授权
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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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亚芳：本院受理李亚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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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
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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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凤珍、江阴市山观丰盛副食店：本院受理舒
五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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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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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凤珍、俞敏丰：本院受理周德良、舒五妹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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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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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成：本院受理李美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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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告知
书、审判团队告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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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何世芳：本院受理杨晓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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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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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静伟：本院受理石家庄高新区润永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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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耀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罗宗武、罗赛
音、罗造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诉你们、罗静霞的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2021)粤0303民初13771号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
全)、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开庭时间定于2021年9
月6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二十审判
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黄亮亮、吴建平、田富镇、方科、凡钰、陈从
东、曾建忠、洪乙安、黄益兵、潘炜、郑友福、
张华雄、罗海泉、梅仕伟、杨建光、赵坚：本院
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黄亮
亮【(2021)闽0206民初7259号】、被告吴建平

【(20 2 1 )闽02 0 6民初726 0号】、被告田富镇
【(2021)闽0206民初7261号】、被告方科【(2021)
闽0206民初7262号】、被告凡钰【(2021)闽0206
民初7263号】、被告陈从东【(2021)闽0206民初
7264号】、被告曾建忠【(2021)闽0206民初7267
号】、被告洪乙安【(2021)闽0206民初7268号】、
被告黄益兵【(2021)闽0206民初7269号】、被告
潘炜【(2021)闽0206民初7270号】、被告郑友福

【(20 2 1 )闽02 0 6民初727 1号】、被告张华雄
【(20 2 1 )闽02 0 6民初727 2号】、被告罗海泉
【(20 2 1 )闽02 0 6民初727 3号】、被告梅仕伟
【(20 2 1 )闽02 0 6民初727 4号】、被告杨建光
【(2021)闽0206民初7275号】、被告赵坚【(2021)
闽0206民初7275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5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
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
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
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
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李玉明：本院受理原告李玉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甘0622民初字111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李玉明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30内向李玉喜归还借款43400元。案件受理
费885元，由李玉明负担。本判决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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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许晓慧：本委受理的申请人程江与你方之
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20]大仲字第670
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德仁：徐纪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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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丽娜：本院受理无锡都市佳人机车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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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豆田玉、珠海友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深州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 )冀
1182民初227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杨铁刚、李雨琴：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中铁北
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国中铁航
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进
强、贺少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追加你二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蓝博威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安平县才通丝网制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应诉须知、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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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佳运铸造厂、李永金：本院受理无锡市
美好纸塑制品厂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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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阳：本院受理原告过梅芳与你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港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方炜：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
皖0422民初2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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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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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3日在本院第八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吕立：本院受理原告糜祖平诉被告东莞市百鞍
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苏倍君、梅德龙，第三人
吕立、毕节市七星关区鑫鼎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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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
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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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锦华：本院受理原告缪远黎与被告罗锦华
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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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1年9月17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
宜城兴荣民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何云兵、
王琴：本院受理宜城市金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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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企业
营商环境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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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张燕：本院受理原告解登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502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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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朱昌生：本院受理原告杨孝宝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02民初10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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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薛俊强、吴晓玲：本院受理临沂兴瑞商贸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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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
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界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张田东、李风花、张田梅：本院受理临沂昌辰饲
料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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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界湖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蒲小玲：本院受理原告左光玲诉被告蒲小玲、
常茂、万子平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黔0502民初14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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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永安：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寿县联合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422民初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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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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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21年9月2日上午10点在本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伏超：本院受理原告傅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
方于2019年10月29日签订的《江苏东方二手
车交易市场车辆转让合同》;伏超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傅超已付购车款100000
元并支付违约金30000元。你应于自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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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书蕴：本院受理原告高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2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杨书蕴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高飞16650元。案件受理费217元，
由杨书蕴负担。公告费800元，由杨书蕴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陈振峰：本院受理原告金闻斌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1502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邹雪艳诉你离婚纠纷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邹雪
艳与陈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即解除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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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川0726民初1089号 王博：本院受理原
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
王博、王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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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1年9月14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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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108民初1244号 杭州创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邱德明诉被告杭州
创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工作人员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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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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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日内。本案于2021年9月14日8时50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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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浙0108民初5408号 武汉中虹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中虹环保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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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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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2民初7497号 张成国：本院审理
原告刘培军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7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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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魏虎：本院受理明光市昌勇装潢材料销售中
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初111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货款9200元。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350元，由你负担。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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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郝尚发：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静海台头支行诉你与郝中海、刘生旭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津0118民初85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口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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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亳州市中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你与涡阳县恒胜钢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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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苏东建：本院受理深州市春暖货架经销处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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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依凉：本院受理董淑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381民初2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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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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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受理付琴申请
宣告黄寿天死亡一案，案号为(2021)鄂1381
民特19号。付琴称：黄寿天，男，1962年7月22
日出生，付琴与黄寿天系夫妻关系，2009年
10月7日黄寿天从广水市应山办事处莲花北
巷54号离家出走，与家人失联，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黄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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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深圳美西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原告王涛与被告
麻玉华、深圳美西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合伙协议
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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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满后七日。本院定于2021
年09月14日9时30分在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本人杨天韵于2021年04月09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650108199210301425，
声明作废。自丢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王菡于20 2 1年6月8日不慎遗失本人身份
证，身份证号150429198610160364，自遗失
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尹萌遗失海花园地下储藏间票据票
号：HSWYH0002530  金额1050000元，地
下 车 位 票 据 票 号H SW Y H 0 0 0 2 5 3 1 金 额
100000元两张票据，特此声明。
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赵云
(身份证号：610422198409282913)遗失二级建
造师证书，注册编号：01793417，特此声明！
天 津 宾 馆 集 团 公 司 天 意 餐 馆 ( 注 册 号 ：
120103100066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四 川 德 波 律 师 事 务 所 公 章 ( 编 号 ：
5 1 0 1 0 6 5 1 3 1 5 4 0 ) 、法 人 章 彭 波 ( 编 号 ：
5101065131542)于6月4日遗失作废，在补办期
间发生的任何事务与我所无关。
天津市西青区一品天宇水产批发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20111MA05XU3U8U，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张朋朋洗衣代收店
(注册号：110108604434513)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宏瑞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 1 0 5 1 1 6 7 3 8 3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北 京 网 秀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501419063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558082155X；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082155X；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卡利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7575238394U)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百璐花园饭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 1 1 0 2 2 8 L 3 3 9 1 2 6 5 8 H ，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鹏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772588182Y，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琳可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E37E1W)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石 金 腾 飞 家 具 销 售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05604509846)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个 体 工 商 户 经 营 者 ：单 虹 ( 注 册 号 ：
110105602035403)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燕 春 美 思 家 具 销 售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05602093794)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淑琴打字复印店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110106605101588，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鑫润惠万嘉超市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PLF90J)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浩翔经贸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12038699)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北 京 东 方 视 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22801365402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运邦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693220590F 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北京红色泓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355237410C)不慎遗失公
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佰瑞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61570473X)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恒茂伟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106273877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公章声明作废。
北 京 林 美 宾 馆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102352541X)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众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京网文(2021)
1062-288号，声明作废。
北京宏宇继锋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编 号 ：
SZ92110115L243650821，声明作废。
北京顺永雅居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2MN04K，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恒茂伟业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1101062738772)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人名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浅宇顺发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9XH484)
作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京祥德盛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84493186K)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卡利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575238394U)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琳可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E37E1W)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润惠万嘉超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PLF90J)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环球得利(北京)建筑遮阳科技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6976757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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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履来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HETN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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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海双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9209874T)作废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北京东方视美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228013654027)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
萍萍、张荣英，清算组负责人：王萍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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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金快系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10102000331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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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平、杜文生、佟萌，清算组负责人：张维平，请
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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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韬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4L7QW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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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兴华农工商公司、北京博
世金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罗曦、庞德才、蔡
庆文，清算组负责人：蔡庆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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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翔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12038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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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生妹、付丽成、张文荣，负责人：沈生
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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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雅中世纪科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82272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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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红、和潜，清算组负责人：张春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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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爱缘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7640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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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威，清算组负责人：孙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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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洞香春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CLD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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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胜旻、赵金伟、
韩文刚，清算组负责人：邓胜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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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菲特(北京)网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AA57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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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胜旻、赵金伟、
韩文刚，清算组负责人：邓胜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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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食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AA48X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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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胜旻、郝荣志、韩文
刚，清算组负责人：邓胜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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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京基能源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4623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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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波、祖凯军、苗美华，负责人：华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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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辉煌金祥经济信息咨询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AA57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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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喜金，清算组负责人：林喜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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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佰瑞思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661570473X)经总公司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
负责人：李孝凤，清算组成员：李孝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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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脑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851015A)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232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00万
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贝斯特斯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906925256)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52万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长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102721028W)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45.18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春意金奥(北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G1U677)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800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厉尔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QAGN7A)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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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体绿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5906586100)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减至
人民币叁拾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群晟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66926360T,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减少
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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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山
城辣妹重庆火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8MA00GLXG2Y，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
更后的名称：北京夫妻担餐饮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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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辉，2021年6月10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意瑞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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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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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
林青、丁大方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
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林青、丁大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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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林青，电话：13801386760。

招聘

  北京马到成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诚
招广告业务员，请有资源有意愿的有识之
士加入。

咨询电话：13381075888 何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