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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礼进：本院受理高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皖
0705民初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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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汽合英：本院受理原告崔保全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冀0827民初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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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郭孝平：本院受理凌卫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324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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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昭通雄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彭家文诉被告昭通雄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作出的(2020)云0602民初6616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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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张双双：本院受理原告郑志醒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0104民初3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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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饶品通：本院审理原告林芝仓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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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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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本院受理的原告伊树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辽0604民初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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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王圣力：本院受理的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圣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422民初218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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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8日下午4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于小勇：本院受理原告李玲玲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8上午9时在
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全春户：本院受理原告莫锡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8上午10时在
本院小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538号 谭英地：本院受理
原告黄文平诉你和艾合麦提江·伊斯马伊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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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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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30日
09时30分在本院第小一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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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民初2211号 上海薏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千渡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上海薏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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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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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2021年9月9日10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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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108民初2271号 上海薏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晟宇荣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薏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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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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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2021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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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荣华：本院受理陈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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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
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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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丽：本院受理汪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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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4：0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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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金成：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
票等。原告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2640元，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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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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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佳伟：本院受理严家乐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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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
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田贵：本院受理原告吴鸿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0)苏0205民
初6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丁彭节：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湘龙建筑装潢材
料商店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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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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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岳阳：本院受理全成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205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中元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衡水光达钢
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博林印刷有限
公司与被告中元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第三人衡水光达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
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彭建斌：本院受理刘亚光诉被告彭建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1125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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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无锡市奥莱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北塘区道之明五金商行与你方分期付款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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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办案告知
书、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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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凤起(翟运初)：本院受理周建兴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张斌：原告吴林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2403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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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仲红旭：原告王红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881
民初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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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俊杰：本院受理原告刘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621民初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凡
俊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
刘文2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8月
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2019年8月20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2021年1月
份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
430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6070元，由被告凡俊
杰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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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桑多庆：本院受理贺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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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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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招海：本院受理吴祥伟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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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2020)苏0813破34号 本院根据淮安众邦运
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2月31日裁定受
理江苏永泰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淮安好汉破产清算事务
有限公司担任江苏永泰丰作物科学有限公
司管理人。2021年6月18日，本院根据陈阳春
的申请裁定自2021年6月21日起对江苏永泰
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本报于2021年6月11日刊登了原
告安徽瀛元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魏菊公告，
其中开庭时间2021年9月12日下午三时应更
正为2021年9月14日下午三时，特此更正。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新浩：本院受理陈瑞兴与你、第三人顾连钢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民初10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滨江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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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诗恒：本院受理柳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
0281民初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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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1681号周隆
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九庭领取，逾期不领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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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潘昌贵：本院受理罗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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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分在本院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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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慢曼：本院受理刘兴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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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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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支益：本院受理张再平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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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
院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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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桂宏、陈正丽：本院受理张顺美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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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书、彭玮、兴仁县鸿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陈敬伦、刘应文：本院受理贵州兴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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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亚欧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崔吉兰、聂远翔：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李建国、季琦与你三人借
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等相关
法律文书，限你三人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金延东：本院受理娄瑞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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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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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周杰：本院受理林益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473号
民事判决书壹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杨光梅：本院受理熊方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高飞：本院受理杨永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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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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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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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飞：本院受理杨福英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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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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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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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曹永振、曹运发、余少桦、孔云：本院受
理原审原告句容市中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与原审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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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及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代阳飞：本院受理吴建国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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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南京费迪晟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银川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
珍诉你们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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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山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孙玉利：本院受理沈阳市弘企生物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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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0115民初12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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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袁小力：本院受理的(2021)川1621民初426号岳池
县三安蔬菜专业合作社与你土地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本案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2013年3月17日
至2 0 1 8 年 3 月 1 7 日期间的土地租金共计
275220元。案件受理费5428元，由被告负担
(此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
谢正新：原告亢祖涛诉你的(2021) 鄂0683
民初3981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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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紫钧、张在国、刘顺安：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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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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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肖开萍、张海军、武汉市天行健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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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表。自公
告之日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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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龙、刘顺安：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枣阳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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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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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戚芳：本院受理张勇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10日8：30分在
本院315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棋棋：本院受理管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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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16日9时在本院
西二楼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孙诗叶：本委受理申请人勇俊佚与你方(被申请
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大仲字第31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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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本委第二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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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无锡美凯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慧
邦传动机械厂诉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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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丽华：本院受理苏州关西涂料有限公司
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7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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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雪阳：本院受理赵江才诉你离婚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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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爱平、吴小毛：本院受理刘绪中诉你们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2 0 ) 苏0 5 8 3 民初
13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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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云翎物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优德利木业(昆山)有限公司与你及上海摩林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上诉
人上海摩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2020)苏
0583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晋铭、祁荣智：本院受理江苏戊森晨建设有
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苏0583民初2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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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曹路章：本院受理苏州希纬尔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
4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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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巨杰力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昆山柯菲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583民初3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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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考琴：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成伟业建材
商行诉你叶惠平、昆山港龙国信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港龙控股份集团有限公司、吴考琴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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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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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星：本院受理昆山金枫源保湿材料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
知书、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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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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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喜：本院受理雷玲玲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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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1.坚决
要求与被告离婚；2.婚生长女李美杏由被告
抚养，婚生次女李镔沛由原告抚养，抚养教
育费均由各自承担；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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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
娄效诚：本院受理卜彬元与你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0711民初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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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王雪梅、严鹏：本院受理喻喆与你们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上诉人喻喆就(20 2 0 )苏05 8 3
民初17 0 3 9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源春：上诉人林喜千就(2020)苏0583民初
10664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通 知

河南仁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河南仁
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河南仁
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将《河南
仁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表》提交第三次
债权人会议核查，并依法拟定《破产人财产变
价方案(草案)》、《破产人财产分配方案(草案)》
提交第三次、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但前述
方案未获通过。会后，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依法提请人民
法院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等116
位债权人合计732749562.37元的债权裁定确认，
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河南仁和线材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河南仁和
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现经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于2021
年6月15日作出(2009)漯民二破字第3-4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漯河分行等116位债权人的债权；于
2021年6月15日作出(2009)漯民二破字第3-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管理人制作的《河
南仁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
案》予以认可；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2009)漯
民二破字第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管
理人制作的《河南仁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
十六条之规定，债权人对(2009)漯民二破字第3
-5号《民事裁定书》不服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
保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对(2009)漯
民二破字第3-6号《民事裁定书》不服的，可以
自裁定宣布之日或者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现上述裁定已通过债权人会议钉钉软
件平台宣布和通知，各债权人如需领取纸质
裁定，可在本通知发布后10日内联系管理人
现场领取。现场领取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源
汇区五一路与金江路交叉口泰康人寿后院，
联系人：卢女士：0 3 9 5 - 5 3 2 9 7 7 0；何先生
13569696393。
  特此通知

河南仁和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6月17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中道联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3月10
日，兰永军、李巍巍与贵公司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贵公司租赁兰永军所有的位于北京市
西城区白云观街10号楼-1至2层-13(白云观街
十号云起时珍宝花园C座C1-7)面积494.86平方
米房屋、李巍巍所有的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
街10号楼2层2-5 (白云观街十号云起时珍
宝花园C座C2-5 )面积80 .3 7平方米房屋，租
赁期限2017年07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由于
贵公司违反《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之约定拖
欠租金三个月以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兰永军、李巍
巍通知贵公司解除双方2017年3月10日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收回房屋，贵公司应当
向兰永军、李巍巍支付通知日期之前的租
金及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通知人(出租方、甲方)：兰永军 李巍巍

解除合同通知书

张一超、张晋：2014年7月26日，李可心与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书》，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租
赁李可心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街
10号楼-1至1层-12(白云观街十号云起时珍宝
花园C座C1-8)面积402.7平方米房屋，租赁期限
十年从2015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
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09
日，是张一超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北京抱一
艺坊文化艺术中心于2019年06月13日注销，北
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没有进行清算，其
法律责任应当由出资人张一超承担。由于张
一超、张晋违反《房屋租赁合同书》第四条之
约定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李可
心通知张一超、张晋解除双方于20 1 7年7
月2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收回房屋，
张一超、张晋应当向李可心支付通知日期
之前的租金及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通知人(出租方、甲方)：李可心

解除合同通知书

张一超、张晋：2014年7月26日，唐志宏与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书》，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租
赁唐志宏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
街10号楼2层2-6(白云观街十号云起时珍宝花
园C座C2-6)面积175.4平方米房屋，租赁期限十
年从2015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09日，
是张一超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北京抱一艺
坊文化艺术中心于2019年06月13日注销，北京
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没有进行清算，其法
律责任应当由出资人张一超承担。由于张一
超、张晋违反《房屋租赁合同书》第四条之约
定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唐
志宏通知张一超、张晋解除双方于2017年7
月2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收回房屋，张一
超、张晋应当向唐志宏支付通知日期之前的
租金及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通知人(出租方、甲方)：唐志宏

解除合同通知书

张一超、张晋：2014年7月26日，郝梦瑶与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书》，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租
赁郝梦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街
10号楼2层2-7(白云观街十号云起时珍宝花园
C座C2-7)面积82.7平方米房屋，租赁期限十年
从2015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09
日，是张一超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于2019年06月13日注
销，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没有进行清
算，其法律责任应当由出资人张一超承担。
由于张一超、张晋违反《房屋租赁合同书》第
四条之约定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
郝梦瑶通知张一超、张晋解除双方于2017年
7月2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收回房屋，
张一超、张晋应当向郝梦瑶支付通知日期之
前的租金及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通知人(出租方、甲方)：郝梦瑶

解除合同通知书

张一超、张晋：2014年7月26日，郭冰与北京抱一
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书》，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张晋租赁
郭冰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观街10号
楼-1至1层01-5(白云观街十号云起时珍宝花园
C座Cb1-5)面积525.29平方米房屋，租赁期限十
年从2015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
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09
日，是张一超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北京抱
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于2019年06月13日注
销，北京抱一艺坊文化艺术中心没有进行清
算，其法律责任应当由出资人张一超承担。
由于张一超、张晋违反《房屋租赁合同书》第
四条之约定拖欠租金三个月以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
定，郭冰通知张一超、张晋解除双方于2017年7
月2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收回房屋，张一
超、张晋应当向郭冰支付通知日期之前的租
金及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通知人(出租方、甲方)：郭冰

仲裁公告

云南地方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绥江
县罗汉坪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与你公司合
同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有关法律规定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 2 0 )昭仲裁字第120号裁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仲裁裁决书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昭通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409号 被告申江、杨鹏：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申江、杨鹏追偿权纠纷一案，由于被告
申江、杨鹏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
接送达宣判公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定于2021年6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东门二
楼2号审判庭对本案进行当庭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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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784民初3227号 被告冯昌锐，住山东省
梁山县韩垓镇开河东村350号，公民身份号码：
370832199408283614：本院受理原告王红与被告冯
昌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被告冯昌锐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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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冯昌锐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4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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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付款之日
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冯昌锐承担。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9月29日
15时0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77号 程远华(公民身份
号码：522501199612118738)：本院受理原告胡
星雄与被告程远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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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9月15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
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蒋向青、朱蓓蕾、李绍
娟。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7号 郭玲：本院受理原告
张昊辉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76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十九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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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民初3186号 陆莉华：本院受理原告
丁秀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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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
保全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0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5号 河南纽耀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MA482QPE7L)：
本院受理原告平湖市新埭欣峰塑料制品厂与
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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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35号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2755号 毛文甫、瞿正芬、
李文祥：本院受理原告庞生红诉被告瞿正芬、
毛文甫、李文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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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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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大楼二楼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们逾期未到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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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尧(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庆安
县庆和街和静委1组265号，公民身份号码：
232330198611080616)：本院受理原告苏月红与
被告张金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82
民初44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王凤华(男，1993年1月10日出生，住天津市静海县
蔡公庄镇惠丰东村朝霞胡同5号，公民身份号
码：120223199301104430)：本院受理原告苏月
红与被告王凤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浙
048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364号 张飞红(住云南省曲靖
市麒麟区东山镇撒基格村委会撒基格村133号，
公民身份号码530302199111020674)：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
张飞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
称：1、判令被告张飞红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93.07元及利息、罚息、复利;2、由被告张飞
红承担原告因本案实现债权而支出律师代
理费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1年9月27日0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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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号 金在万(住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南台街道西正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建
设 桥 3 3 号 附 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32128197610132713)：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金在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
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金在万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34210.5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2、由
被告金在万承担原告因本案实现债权而支出
律师代理费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
时间为2021年9月27日09时10分，开庭地点在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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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浙0784民初6666号 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
公司、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沧州科罗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众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公司、绵阳长
福物资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被告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
贸易有限公司、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沧州科罗商贸有限
公司汇票款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20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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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还
款之日止)。驳回原告沧州科罗商贸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1元，诉讼保全费
2020元，合计7981元，由原告沧州科罗商贸有限
公司负担86元，由被告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
公司负担7895元;公告费730元，由被告绵阳长福
物资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公司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810号 天津市隆荣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公司、绵阳长
福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沧州科罗商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市隆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
限公司、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判决：被告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市隆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阳泉市德
曜贸易有限公司、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沧州科罗商贸有
限公司汇票款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2020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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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还款之日止)。驳回原告沧州科罗商贸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93元，
诉讼保全费2020元，合计7993元，由原告沧州
科罗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8元，由被告众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德曜贸易有限公司、绵
阳长福物资有限公司、天津市隆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7895元;公告费765元，由被告阳泉
市德曜贸易有限公司、绵阳长福物资有限公
司、天津市隆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江苏澳宏建设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执行人井陉
县晶磊砼业搅拌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澳
宏建设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潘纪福买卖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中，基于申请执行人井陉县晶磊
砼业搅拌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已作出(2021)冀
0121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你公司为
本案的被执行人，并于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申请人履行(2019) 冀0121民初1603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1)冀0121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本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若你
公司不服，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21执恢47号 侯俊红：本院立案执
行的张海田等与你(侯俊红)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经拍卖你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古城
东路118号滹太商贸城C馆2层2122号、2123号两
处商铺，流拍后本院作出(2021)冀0121执恢47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以物抵债)，现依法向你
送达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张晓飞：本院受理原告肖占军诉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冀0123民初3677号民事判决书。
根据法律规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第二调解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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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518号 赵吉、赵言言：本
院受理原告李娟、王金保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
3518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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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
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关于公司印章效力的声明

  自即日起，任何未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字确认的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的合同、承
诺、担保等一切书面文件无效。
  特此声明

杭州兆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赵瑜于2021年6月18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
证号：321002199608261217现声明作废。
熊若兰，2021年6月14日在上海市遗失第二
代身份证，号码为：320112199611150427，有效
期限：2017年9月4日-2027年9月4日，签发机
关：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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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书星)于2021年6月19日,本人在江苏省
昆 山 市 不 慎 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 号码为 :
411102199611260116，有效期限：2014年10月30日
-2024年10月30日,签发机关:漯河市公安局召
陵区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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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王娟于2021年6月18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150203196801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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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邹振威于2021年6月13日不慎将第二代
身 份 证 遗 失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881199203301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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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郑风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111110242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赟娜律
师 不 慎 将 律 师 工 作 证 遗 失 ，证 件 编 号 ：
11101201771013186，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立峰飞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1G1QQ6K，声明作废。
朴象(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3484402348，声明作废。
北京祥合佳瑞科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335501982B，声明作废。
北京百佳怡胜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304MA01G2Y318，声明作废。
北京康宝源清真食品经销部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MA051XG680，声明作废。
北京浩华永盛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PGDX0Y，声明作废。
北京捷欣中荣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1RUT95H，声明作废。
黑月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669137949K)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永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1、2-2），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18296251T,声明作废。
北京同泰天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567390812J，声明作废。
北京腾达龙发科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110118344360106，声明作废。
嘉禾县旺家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1024MA4LHNTX3W)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永利京通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327213753M，声明作废。
北京永利京通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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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5327213753M，声明作废。
北京盛达世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35510045B，声明作废。
北京盛达世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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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5335510045B，声明作废。
北京恒通文达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110106014667266，声明作废。
北 京 柯 尼 西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600642679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6758209924)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柯尼西经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 专 用 章 、法 人 人 名 章 ，注 册 号 ：
110106006426792，声明作废。
北京恒钢新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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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229MA018J126R，声明作废。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工会不慎遗失基本户
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1082701040005302，核
准号：J1000112413102，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宏福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航天星控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5662196399J，声明作废。
北京果田菜乡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15062674950，声明作废。
北京众想鑫隆百货市场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12604420808,声明作废。
天津擘宇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12073111553H，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天津市河西区晋味面食馆公司遗失天津市
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核发日期：2019年11月18许可证
编号：JY21200030027325，声明作废。
贵州众梯联电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财
务专用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法人章一
枚，合同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港保税区分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120192000049585)和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欧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7534P)作废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捷欣中荣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RUT95H)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万朝亿同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CGT2F)作
废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爱尚聚雅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093833N)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怡弘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093833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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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易融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E6MHX7)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朴象(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484402348)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盛卉园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FRNXXL)作
废公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贝宇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HEP2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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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海昌国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R3E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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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
至人民币5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九永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432719386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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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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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吉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1B80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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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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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迪仕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0G1EH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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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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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6B7G53)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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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钧京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MAWA05)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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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基恒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1MA01QHT6X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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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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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博新富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321983W)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负责
人：王鹏，清算组成员：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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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驭胜嘉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398688450)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负责人：石岩，清算组成员：石岩，
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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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集简造型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Q4R3A)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卢长成,清算组成员:卢长
成、王艳,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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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前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Q4R3A)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负责人：王立华，清算组成员：王立
华，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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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欣中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RUT95H)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刘畔，清算组成员：刘畔，请债权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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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手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57923457E)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
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张晓烨，清算组成员：
张晓烨，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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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利京通商贸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327213753M)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
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芦建东，清算组
成员：芦建东、阎智涛，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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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达世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5510045B)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
销登记，负责人:芦建东,清算组成员：芦建东、
曹笑恒,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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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鸣鹤万里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15010898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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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琴，清算组负责人：赵冬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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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乐辅童颜美容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5285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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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琴，清算组负责人：赵冬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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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华今日美容有限公
司丰台分公司(注册号1101061700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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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琴，清算组负责人：赵冬
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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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柯尼西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6006426792)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人：谢东，清算组成员：谢东，请债权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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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钢新锐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18J1
26R)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
销转注销登记，负责人：李泽，清算组成员：李
泽，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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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川
妹 私 房 火 锅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MA00CTF07G)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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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振杰，2021年6月22日。

律师证遗失公告

  北京市钧石律师事务所郭晓红律师，持
有的执业证号：11101200311580101、法律职业
资格证号：B20021300000011、执业证类别：专
职律师的律师执业证，于2021年6月9日发现
遗失，现公告声明挂失作废。

公告人：郭晓红
2021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