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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春晓：本院受理雷小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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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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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徐强：本院审理原告左皓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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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方华：本院受理（2021）浙0382民初3585号
原告杨长委与被告卢方华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以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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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481号 魏解放：本院受
理原告坤成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魏解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亚辉、汪作为、冯爱梅：本院受理原告刘冬
楠诉你们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皖
1202民初2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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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良发：本院受理张久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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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乌江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朱鹏：本院受理涡阳县顺雨商行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621民初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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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郭先良：本院受理陈永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
初10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
武安镇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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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邵波：本院受理蒙城县杭湖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须知等。自
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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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刘双利：本院受理蒙城县广通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须知等。自公告
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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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江夏方：本院受理蒙城县瑞宏物流有限公司
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须知等。自公
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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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张子光：本院受理蒙城县远航物流有限公司
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须知等。自公
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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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路琴：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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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上午九时在本院鲖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节假日顺延)。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陈云强、王青：本院受理原告李江平、高梦华诉
被告陈云强、王青追偿权纠纷(2021)云0802民初
1117号一案，原告李江平、高梦华的诉讼请求
为：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付由原告代为清偿的银行贷款10万元、利息
891.74元，共计人民币100891.74元。二、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4月20
日起至100891.74元欠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
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三、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和购买保单费。本院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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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港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于丽娜：本院受理原告魏井波诉被告王志强
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薛建东：本院受理王春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雷保：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告知书、法官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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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昭通理通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张义前、张
义鸿：本院受理原告汪万群、绥江县德盛竹木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方三人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3535号案件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书、法官承诺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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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刘万兵：本院受理马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324民
初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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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扬：本院对原告唐彪与被告桑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202民初4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唐彪30
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公告期满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贵州坤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毕节远
大新型环保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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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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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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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家饶：本院受理刘延华诉毕节市振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龙行九州房地产顾
问有限公司、你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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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贾瑞东：本院受理的原告谭辉、龚文婷诉你、
余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684民初66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
政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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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程瑞保：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程瑞保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皖0422民初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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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黔南州鼎泰跃亨置业有限公司、四川鑫威优品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强制执行都匀市
福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富铭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都匀市华荣钢结构有限公司与黔南州
锦合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三案过
程中，三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追加你二公司
与黔南祥杰花卉有限公司为三案被执行人。
因你二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公司公
告送达三案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申请执行
人提供的书面证据、举证通知书以及听证会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书面听证意见及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同
时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十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举行听证会，
逾期则依法缺席听证和裁定。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黔南州锦合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强制执行都
匀市福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富铭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都匀市华荣钢结构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三案过程中，三申请执
行人书面申请追加黔南州鼎泰跃亨置业有
限公司、四川鑫威优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黔南祥杰花卉有限公司为三案被执行人。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三案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追加被执
行人申请书、申请执行人提供的书面证据、举
证通知书以及听证会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书
面听证意见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同时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十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举行听证会，逾期则依法缺席听证和裁定。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受理纪金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你归还借款本
金93000元并承担自2018年5月2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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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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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
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节假
日顺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郭才：本院受理原告李凤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上海览橘会展有限公司、刘新桐：本院受理
原告张家港市昕烨日化喷雾器有限公司与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13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乐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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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318号 赵姗(住河南省虞城县
李 老 家 乡 田 庄 村 1 1 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11425198904165426)：本院受理原告朱世岳、卢香
月与被告赵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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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告支付货款计人民币27592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2019年12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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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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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召、赵争申、刘淑娥、赵巧如、赵子浩、赵雅纯：
本院审理的原审原告安德利与原审被告吕召、
赵建根、秘立强、吕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 0 年6月3 0 日作出
(2018)冀01民再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4008
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4)长民初字第1735号
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因赵建根已死亡，现依
法公告通知其继承人赵争申、刘淑娥、赵巧如、
赵子浩、赵雅纯作为原审被告到庭参加诉讼，
并公告送达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
民再10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告知书、传票。上述文书
除参加诉讼通知书外一并送达吕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十四时(节假曰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才让卡、俄昂曲培：本院受理原告完德才让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321民初555号案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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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马烈兵：本院受理原告索南才让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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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17号 徐州群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关于本院受理原告王琳诉被告徐州
群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21)苏0311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第六法
庭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8902号 被告黄春光(公民身份
号码：210803196303140537)，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
区永江花园2号2-6-24;被告刘曼华(公民身份号
码：210803196305030040)，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永江花园2号2-6-24：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和美
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春光、刘曼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由于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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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
达本院(2019)浙0784民初89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由被告黄春光返还原告浙江金和美
工贸有限公司费用44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2016
年12月3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以22万
元为基数，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正
的利息以44万元为基数，均按月利率2%计算)，
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浙江金和美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20元
(已减半收取)，保全费4040元，合计9460元，由
被告黄春光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9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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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桂0332民初367号 周小明：本院受理石雪
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广西法院阳光司法网启用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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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莲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781号郜玉国(公民身份号码：
410328197003123016，住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
黄河路南一街坊47号楼2单元5号);李金花(公
民身份号码：231024197109142042，住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东宁县绥阳镇邮政街2号)：本院
受理原告朱跃珍与被告郜玉国、李金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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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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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1办公室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9月28日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2审判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
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按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65号 罗星亮(住四川省苍溪
县唤马镇瓦店村6组2 号 ，公民身份号码
510824198209164251)：本院受理原告王季秋与被告
罗星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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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向原告偿还所欠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12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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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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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402民初3276号 李蓓蕾、张文倩：
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正道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0402民初32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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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李春雨、刘翠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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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人须
知、开庭传票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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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曰
顺延)上午9时0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740号 王斌(住云南省昭通市
镇雄县泼机镇坪天村民委员会田坝村民小组
33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9912210739)：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王斌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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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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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
6339.06元及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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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09：
3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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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7号 赵姗(住河南省虞城县
李 老 家 乡 田 庄 村 1 1 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11425198904165426)：本院受理原告程莉莉与被告
赵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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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支付货款7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20年1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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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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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涛：本院受理原告郑喜中诉被告王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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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82民初3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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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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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国：本院受理陈华清申请宣告杨天国死
亡一案，经查：杨天国，(男，汉族，生于1977年
7月23日，公民身份号码510902197707232635)，
自2005年10月1日晚被申请人就于家人失去
联系，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杨天国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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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武利科：本院受理原告刘旺涛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08民初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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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金城
派出所；告知人：杨洋、樊亚庆；被告知人：刘
长寿，性别：男性，出生日期：1989年6月10
日 ，证 件 种 类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500112198906103272，住（地）址：重庆市渝北
区大湾镇石院村4组66号，工作单位：无；
  告知内容：处罚前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拟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现查明：2021年5月6日20时许，你在江苏省常州
市金坛区金城镇冯庄村委马干14号院内，采用
拳打的方式殴打刘文全，采用推甩的方式殴打
向贵菊，后被依法查获。经鉴定，向贵菊所受之
伤已构成轻微伤。以上事实有你的陈述和申
辩、被侵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你的
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你进行处罚。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
和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
录，被告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
附上，并在本告知笔录中注明）答：__。对你提出
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2783号
吴炳奎(住贵州省黎平县大稼乡岑凤村五
组，公民身份号码：522631199104239211)：本院受
理原告陈丽芳与被告吴炳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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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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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被告吴炳奎立即归还原告陈丽
芳借款16600元及赔偿利息(利息损失自2021年
01月0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
倍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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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9点00分，开庭地
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杨平：本院受理陈远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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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
0529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杨平返还
陈远宏欠款79000.00元及利息179205.70元，并按年
利率15.4%支付2020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本
金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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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冠宇、张城纲、谢惠琴：本院受理原告高琴诉
张冠宇、张城纲、谢惠琴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3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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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卫、赵红卫：本院受理原告张建伟诉赵红
娟、赵红卫、赵东林、赵东梅、赵东卫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0402民初2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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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江奇：本院受理原告刘营举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3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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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淑芝：本院受理原告胡根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402民初4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南绿动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马晓宇诉你与张运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2民初2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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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红音：本院受理原告谢为民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0402民初4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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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国正：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华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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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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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南丰鑫辉摇绞厂：本院受理原告邓启
桃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344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乐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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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南丰鑫辉摇绞厂：本院受理原告陈永
刚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
34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乐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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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南丰鑫辉摇绞厂：本院受理原告石琴
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345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乐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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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特590号 本院于2021年6月1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金观、孙龙根、孙龙宝、孙
全根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孙金
观、孙龙根、孙龙宝、孙全根称，孙菊生，男，
195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
当湖街道三港村孙家村183-1号，系四申请
人叔叔，于2013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孙菊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孙菊生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菊生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孙菊生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刘志东：本院受理原告江远联与被告刘志东
民间借贷纠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92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朱园科：本院受理原告王召雷与被告朱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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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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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号
张毕：本院受理原告朱翠英与被告张毕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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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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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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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求艳、魏玲飞：本院受理原告翁成虎与被告
翁求艳、被告魏玲飞民间借贷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1323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506号 许明义：本院受理
原告张士清与被告许明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1323民初5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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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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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7号 嵇兴松：本院受理
原告张士清与被告嵇兴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1323民初5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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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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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懂钿：本院受理原告黄春梅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苏1323民初602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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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号 刘建良：本院受理原告
吴岩松与被告刘建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
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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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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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少男：本院受理原告吴子建与被告毕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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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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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号 泗阳县名洁布草洗涤
厂：本院受理原告陈育奇与被告泗阳县名洁布
草洗涤厂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1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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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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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本院受理原告王跃与被告张红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209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
家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王伟伟：原告齐召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法定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0323民初688号判决书：被告王
伟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齐召东借
款8000元以及利息(自2019年6月6日起以800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驳回齐召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由王伟伟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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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1)粤0307民初13307号罗方发、叶素芳、深圳市
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林梓琳与被告罗
方发、叶素芳、深圳市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
13307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返还原告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暂计30800元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66000元及保全保险费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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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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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答辩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证据。本院定于2021年09月27日16时30分在第
十六审判庭(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罗永炎、罗孝兴：本院受理黎平县育洞加油站
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尚重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发布之日起30日内。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唐孝睿、贵州宏远宇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付锐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鉴定报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2020)黔0323民初
2957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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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杨、任伟：本院受理吴洪亮诉你们、李顺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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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黔0323民初185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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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孝睿、贵州宏远宇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周洋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鉴定报告、增加诉讼请求申
请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2020)黔0323民初
295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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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士斌：本院受理刘洪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922民
初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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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新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湖州环锐商贸有限公司、姜子煊：本院受理郭
海英与毛维隆、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1民初12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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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成：本院受理温州健乐鞋业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1民初13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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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林孝市：本院受理原告于萍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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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判令
与被告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3时(遇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王庭武：本院受理的(2021)云0628民初2203号原告
彝良同益汽车租赁服务部诉你与黄仕全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二被告共同致
富原告自2019年11月17日起至2020年8月11日止
的租车费89100.00元；2.二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车
辆维修费21800.00元；3.二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定于2021年9月6日9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汪丽君、朱垒：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佛堂镇星
达文体用品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1)1723民初1139号应诉通知
书，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9
月15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汪另发、陈美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137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8时30分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于金春：本院受理原告王翠花诉你及姜会尧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原告王翠
花已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鲁
0282民初2510号案件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到本院华山
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刘文化：原告夏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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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假日顺延)在
第5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临颍县蓝盾摩托车有限公司、河南建峰商贸有
限公司、曹耀伟、王松芝：本院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司与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豫11执12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请你们按照(2019)漯仲字第84
号仲裁裁决书履行义务。拒不履行义务，本
院将按照执行法律规定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
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依法对本案查封
冻结财产进行扣划、评估、拍卖。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晓华、敬晓勇：本院受理原告杨德武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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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陈希杰：本院受理原告侯杰与被告陈希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10点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刘小明：原告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渝0107民初2411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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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刘小明：原告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渝0107民初24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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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刘小明：原告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渝0107民初2411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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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李毓麟：原告杨秀珠诉你及温州市轨道交通置
业有限公司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2民初693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
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2021
年10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周远、侯志强：原告陈万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渝0107民初161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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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龙方、蒋娜：原告陈瑶瑶诉被告龙方、蒋娜、五
河县千万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定金合
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五河县千万家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就(2021)皖0322民初1076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
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二审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起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王琼、曾凯：原告周乐杰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渝0107民初25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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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承德安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德仲裁委
员会(以下简称本委)受理申请人承德市双桥区
承玉建筑器材租赁站与被申请人承德安基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涛，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2762081724J，地址：
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路北118号上海大众维
修站4楼)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承仲字[2021]第42号《仲裁答辩
通知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仲裁风险责任告知书》、《仲裁
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为送达。被申请
人提交《仲裁答辩书》、《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及
相关手续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到本会领取《开庭通知书》、《庭组通知书》，
开庭时间为2021年9月27日09时00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本会地址：河北省承德市行
政中心东楼725室，办公电话：0314-2050689。

承德仲裁委员会
海口宝棋农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邢维欢诉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2021〕第272号裁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地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
务中心10楼)，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终
局裁决，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
日内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陈昀鹏、甘秀贤：本会依法受理了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关于借款合同纠
纷仲裁案，案号为(2021)佛仲字第330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证
据材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9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会开庭审理，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1
月30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
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
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黄万祥(公民身份号码350822199908080032)：本会受
理申请人代碧财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案，案号为[2021]泉仲字1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本
会仲裁规则等，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举证期限和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前述期满后10
日。你应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翌日来本会领取仲
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员声
明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定于2021年9月14日15时
在本会住所地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

泉州仲裁委员会

寻人启事

  郑远义，男，北京人，1955年1月14日生
人，身份证号：1101021955****1597，因与你
失去联系，请尽快与郑先生联系，联系电话：
13311318480。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姓名：王填)于2021年6月20日，本人在上海
市 不 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30304196801050016，有效期限：2017年6月2日
-长期，签发机关：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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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罗道锋，于2021年1月1日在北京市不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4162119780816733X，有效期限：2004年10月
12日-2024年10月12日，签发机关：深圳市公
安局南山分局。在此郑重声明该证件作废，
自遗失当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身份证明
或抵押、签署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
授意或签署，由此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
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付雪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春风十
里小区5地块房号127 - 1购房收据发票丢
失 。发 票 号 N o . 1 4 4 0 3 5 5 0 ，发 票 金 额
476819 .00元。在此声明作废。
北 京 天 世 嘉 艺 文 化 艺 术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110 1 0 5 2 3 5 4 4 1 0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 1 0 5 7 3 5 5 5 1 0 0 6 )
正 、副 本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代 码 号 ：
735551006)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富思特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第
一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1101082492123，声明作废。
北京京纺拓源装饰装璜设计中心不慎遗失
公章，注册号：1101061300686，声明作废。
北京亿思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0DB0T53，声明作废。
北京亿思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11121271230，声明作废。
北京星光载道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27167750X，声明作废。
北京海兰之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8N2E1B，声明作废。
北京玉才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1A6NR63，声明作废。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培训中心不慎将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110108764211705C，声明作废。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培训中心不慎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遗失，
许可证编号：111010874940110号，声明作废。
北京昕海伟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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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5MA01Y70J8P，声明作废。
北京经纬视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9717311XT，声明作废。
北京博格达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 2 -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318213401Y，声明作废。
北京经纬视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
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和印鉴卡，核准号：
J1000140009701，账号：0200080509000255007，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元桥
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盛德泰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号：110221204849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221700341922)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700341922)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盛德泰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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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12048497,声明作废。
北京刹那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DHPP8W，声明作废。
长亭康源健身(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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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5074129317X，声明作废。
北京阿伯丁绿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101052150804，声明作废。
北京鸿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 1 0 1 1 6 0 9 7 7 1 2 1 4 2 0 )不慎将
合同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华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55294933W)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鑫大陆航天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WT0524)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瀚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DGAU11)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万源航明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685784054D)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置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5844859367)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湖北万众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 0 7 0 0 3 0 9 8 2 8 0 1 7 9经股东
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金隆永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743342474B)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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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东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3L264473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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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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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言而有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XFC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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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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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佳创森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1ECY54C)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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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泽久瑞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C6XL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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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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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迈信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5751818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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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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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飞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60138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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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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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达康金山诊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MA00RD35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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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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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榆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政
工程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
01X3UY5G)经总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小飞，负责人:
李小飞，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鼎盛华峰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06016006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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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增新、王思峰，清算组负责人：宋增新，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海智鑫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75730679)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李玉刚、郝征强。清算组负责人：李
玉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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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嘉欣版权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9QE1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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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谦、苗涛。清算组负责人：曹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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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刹那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DHPP8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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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英，清算组成员：王兰英、孙
亦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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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X3UY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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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华、马春芳,清算组负责人:
高春华,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世纪京桥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2885182)经本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清
算组成员：王旭，王殿章，清算组负责人：王旭。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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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讯捷益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268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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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清、齐德明，清算组负责人：齐
德明，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天世嘉艺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52354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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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清算组成员：张琪、张京、吕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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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网秀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082155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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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清算组成
员：国信明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马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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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康源健身(北京)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7412931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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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算组成
员：长亭办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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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海宇翔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4
BC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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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妍，清算组负
责人:张妍，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聚轩时达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10105017497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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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清算组成员：张
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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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企业北京中都小西粘合剂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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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营业公章和
执照正副本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
人谢东、董伯侃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
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谢东、董
伯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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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联系电话：1390138949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市岳
各庄启胜副食用调料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06741574749W，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北京顺通博鑫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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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福，2021年6月23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东月
兴旺建材商店(注册号：110117604036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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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兴月恒达科
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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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月，2021年6月23日。

公告

包头市龙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局依法
受理吴文聪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
作出三明市(永安市)认定工伤〔2021〕174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决定书不服，在公告期满后60日
内，可依法向永安市人民政府或三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