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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徐添生：原告戴云坤、曾旋珍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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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宁全齐：本院受理戎保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3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学伍：本院受理肖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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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玉丽：本院受理汪文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冀
1024民初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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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廊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倪庆：本院受理陈贵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辽
0922民初1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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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军：本院受理张凤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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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
0922民初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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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超：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你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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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14时
在本院旺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雅城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邓桂
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202民初19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闽南红木家具有限公司、陈丙辉：原
告王德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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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卢洞香：原告施考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5351号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需承担相应
的不利后果。定于2021年10月11日9时在本院速
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潘孝明：原告瞿海武诉被告潘孝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
民初7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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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9日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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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溪玉琦建材经营部：原告
袁珑芸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0)渝0107民初
17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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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陈建：原告周建莉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302民初2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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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范子涵：原告孙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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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分(节假日顺延)在贾
戈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
范子涵：原告李晓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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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分(节假日顺延)在贾
戈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
范子涵：原告孙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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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分(节假日顺延)在贾
戈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
宋春虎：原告余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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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假日顺延)在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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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祯：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市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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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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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洋：原告师隆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大
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青岛万隆钢结构有限公司、唐忠辉：本院受
理原告青岛聚德昌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215民初86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华山法庭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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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朱廉秀、王叶明：本院受理邢春雨、张振岐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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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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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朝美：本院受理原告伦全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628民初
1824号案件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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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9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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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剑龙：本院受理原告刘金淦被告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681民初3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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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
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董
增武、姜勤凤、潘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申请人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
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该案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981
执异1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变更
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本案【执行
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民初48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人。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
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执行局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
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公司、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申请人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该案现已
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981执异1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
文如下：变更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为本案【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8)苏09民初5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
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黄剑伟(公民身份号码3505321198609160851)：本会
受理申请人莆田市鼎信速递物流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黄剑伟运输合同纠纷案，案号为

〔2021〕泉仲字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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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指南，请
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2021年8月24
日)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2021年9
月8日。本会将于2021年9月9日依据《泉州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
于2021年9月16日前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9月24日9时30分在本会第
一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本会将于2021
年11月5日依法裁决，请于裁决之日起60日内前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黄学勤(公民身份号码350321199201013617)：本会受
理申请人莆田市鼎信速递物流有限公司与被
申请人黄剑伟运输合同纠纷案，案号为〔2021〕
泉仲字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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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指南，请你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2021年8月24日)前来
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
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2021年9月8日。本
会将于2021年9月9日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于2021年
9月16日前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仲裁员声明书、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并定于2021年9月24日9时30分在本会第一仲裁
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本会将于2021年11月5
日依法裁决，请于裁决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王宁：本委受理申请人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
事务所与你方(被申请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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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光喜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吕国龙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
逾期视为送达。定于2021年8月31日下午3∶30在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三仲裁庭
(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楼)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天津市北辰区胜华饭店：你单位职工卜聆峰于
2021年06月04日经天津市北辰区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鉴定为伤残十级。因送达无果，现向你
公告送达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特此公告

天津市北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周晓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281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本院苏家洼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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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娄玉山：本院受理原告安利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0281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本院苏家洼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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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2733号 卜雪涛：本院受理
原告周讯诉石文雷、李欢欢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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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35号 柯江红：本院受理
原告叶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13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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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马圣碧：本院受理李义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相关材料，如逾
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9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银锋：本院受理原告曹有红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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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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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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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郑集法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郑秀丽：本院受理原告彭罗杰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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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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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郑集法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陶得均：本院受理襄阳楚都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4 民初624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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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敏：本院受理原告廖银川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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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当事人权利、义
务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便民联
系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
大坪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汪剑州、张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徐志明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021民初1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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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赵琼：本院受理了刘华云诉赵琼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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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务廉政监督卡、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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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遂宁市船山区法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冉卫东：本院受理了陈维佳诉冉卫东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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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务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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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分在遂宁市船山区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湖北宏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我院受理原告江
强诉被告黔东南州通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榕
江县分公司、潘永德、湖北宏道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黔东南州通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换程序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9：00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请尽快联系本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第349号 芦丽娜：本院受
理苏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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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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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830号 赵刚(住江苏省灌南县
新安镇新港南路1 0 9 号 ，公民身份号码：
320822197712150356)、吕晓(住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
西 山 村 大 明 堂 6 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001095128)：本院受理原告周巧霞、
胡党育与被告赵刚、吕晓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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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依法
判令被告赵刚偿还代偿款69500元及利息损
失;2、依法判令被告吕晓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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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开
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11日14时10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第22号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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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号 单剑侠(住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三道街41号4单元6楼4门，
公民身份号码：230108196904140820)、刘晓波(住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三道街41号4单元6
楼4门，公民身份号码：230108196501260414)：本院
受理原告应宏亮与被告单剑侠、刘晓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单剑侠支付原告应宏
亮货款32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以3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款项限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
应宏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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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受理费650元，公告费1225元，合计1875元，由被告
单剑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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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黔2322民初3733号 阮兴兵：本院受理
原告秦师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黔2322
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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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0)黔2322民初467号 刘利平：本院受理
原告方家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
2322民初4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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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0)黔2322民初472号 令狐玲：本院受理
原告何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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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0)黔
2322民初4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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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19)黔2322民初3920号 令狐玲：本院受理
原告林连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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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黔
2322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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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0)黔2322民初469号 叶远贵：本院受理
原告王茂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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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0)黔
2322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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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19)黔2322民初4456号 潘玉辉：本院受理
原告刘时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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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黔
2322民初44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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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颜鸿飞：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校荣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323民
初176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王校荣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4000元
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
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20日内。本
院定于2021年9月28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陕西沃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赵红哲、彭水银、
卜俊龙、雷虹、田金辉、肖勇、张瑞香、韩平、付红
绪、杨明、长沙宏银机械有限公司、韩周田、徐
乃梅、何沙沙：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沃得工程机
械销售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支付货款
10 3 6 7 2 5 3 . 4 0 元及利息损失；2、要求返还
W2150-8挖机样机一台、W153装载机样机三
台，不能返还则支付价款159万元;3、要求其
余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要
求各被告承担诉讼费、律师费。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本院依法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自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董宏、兴化市江达不
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与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公司、江苏万
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兴化市江达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董增武、潘建华、姜勤凤、董宏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东台市合联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126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主文如下：变更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为本案【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8)苏09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
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执行局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曹海英：本院受理刘亚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2021)皖1202民初7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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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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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冯：本院受理原告王一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1)皖1202民初235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2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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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君：本院对原告龚洪霖与被告周世君、韦
祖能、韦祖刚、贵州益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三都水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作出判决后，被告韦祖
能、韦祖刚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送达地址确认书等
诉讼文书材料。上述诉讼文书材料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交答辩状、送达地
址确认书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限你在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
取上述诉讼文书、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本
院将依法将本案移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冶县人民法院
鞍山市房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狄耀
光诉鞍山市临港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追加你公司为第三
人，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
状、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玺：原告六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1502民初547号民事裁定书、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院七里站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杜大军：本院受理黄剑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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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还
地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黄陆军：本院受理柯善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
民初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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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浙0382民初8208号 朱峰：我院受理原
告韩庆利与被告朱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82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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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8249号 汪柏松：我院受理原告
冯天群与被告汪柏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82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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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48号 庞仙福：我院受理
原告陈开斌与被告庞仙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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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2718号 纪良富：我院受理
原告马雷云与被告纪良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大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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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宿迁金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陆文：本院已受
理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人民政府诉宿迁金
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陆文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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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洋河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肖家旺：本院受理程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522民初3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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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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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永军：本院受理蒙城县路畅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1622民初2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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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邓英：本院受理原告王科武诉你方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
3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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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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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智：本院受理原告马百同诉你关于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皖1202民初2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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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保：本院受理刘美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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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江苏金臻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明光市盛达
弹簧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初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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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高文林、无锡市纳盛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审
理原告高渭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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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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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程盛佳(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真真诉你方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
民初44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安镇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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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国正：本院受理原告陈三飞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1)桂0326民初587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权利
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8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寿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陈元相：本院受理原告陈三飞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1)桂0326民初588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权利
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8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寿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李宝祥、李宝成、李宝林、李宝山、李宝青、李
宝峰、李金超：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洮南市
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你七人履行洮政房
征补[2020]19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非诉执
行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吉0881行审10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瑞金市雅尔斯印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长汀县
达盛纸板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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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须知、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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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阜阳市千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阜阳华联超市颍州区后刘棚店与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皖1202民初2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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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明：本院受理原告张黎明与你、姜永华民
间借贷纠纷(2021)皖1202民初6892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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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俊、张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九时(遇到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方强、方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
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周世才：本院受理原告曹昭诉你所有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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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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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本报所刊本院发布的王远起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的公告，内容有误。该公告
中的被告“耿志远”应更正为“耿英才”。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曦、李忠诚：原告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资中支行诉你们、四川省资中县鸿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25民
初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曦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内江兴
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支行借款本
金930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
2 0 2 0 年 9 月2 7 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为
55084.83元，2020年9月2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原告内江兴隆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支行与被告李
曦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计算)；二、被
告李忠诚、四川省资中县鸿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
李忠诚、四川省资中县鸿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李曦追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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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谢立新：原告杨宗良、柯碧清诉你、秦秀英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1025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谢立
新、秦秀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杨宗良、柯碧清支付欠款90700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21年1月26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90700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3.85%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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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唐永彬：原告王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偿
还借款67780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赵荣增、梁金梅：原告何道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0504民初2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荣增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归还何道海
借款本金700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上诉于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杨相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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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梁万民：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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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海明：原告嘉兴市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402民初343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3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任金波：原告王炉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268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063号 桂树强：我院审理
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
司与你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2民初5063
号案件的民事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1年9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潘和平：本院受理原告蔡方松与被告潘和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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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益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兴圣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华益
电气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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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光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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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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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凯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乐清
市乐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凯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14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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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中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柏茂强、柏鹏：本院受理原告魏群英、蒋天林、
蒋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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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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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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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兴化市江达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
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公司、江苏万
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增武、姜勤凤、兴
化市江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潘建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东台市合联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121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主文如下：变更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为本案【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8)苏09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申请
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执行
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公
司、董增武、姜勤凤、江苏宏泰不锈钢丝绳有
限公司、江苏宏甫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潘建
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东台市
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
请执行人。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122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主文如下：变更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为本案【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董增武、姜勤凤、潘建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利达不锈钢有限
公司、江苏宏泰不锈钢丝绳有限公司、董增
武、潘建华、姜勤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申请人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
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该案现已审查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0981执异1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
变更东台市合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本案

【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9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
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执
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2020)粤0307民初18316号 于晴、吴雨泽、徐雪
霞、徐漫桐、王军：本院受理原告罗冠华、吴道
繁诉被告于晴、吴雨泽、徐雪霞、徐漫桐、王军
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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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如下法律文书：上诉须知、判决书【判决
内容：一、被告于晴和吴雨泽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罗冠华天悦湾花园1栋A
座1201房的遗产分割补偿款人民币24万元，支
付原告吴道繁该遗产分割补偿款人民币18万
元，支付被告徐雪霞该遗产分割补偿款人民
币6万元，支付被告徐漫桐该遗产分割补偿款3
万元，支付被告王军该遗产分割补偿款人民
币3万元。二、原告罗冠华与被告于晴、吴雨泽
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共同变卖登记
在三人名下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东方
盛世花园A栋3单元A3-1001号房[不动产证号：
粤(2018)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29357号]，变卖所
得价款扣除各项费用后，由原告罗冠华分得
13.3%，原告吴道繁分得10%、被告于晴分得60%，
被告吴雨泽分得10%，被告徐雪霞分得3.3%，被
告王军分得1.7%，被告徐漫桐分得1.7%。三、驳
回原告罗冠华、吴道繁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
诉讼费人民币27043.3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
罗冠华和吴道繁共同承担人民币12643.36元，
由被告于晴承担人民币5400元，由被告吴雨泽
承担人民币5400元，由被告徐雪霞承担人民
币1800元，由被告王军承担人民币900元，由
被告徐漫桐承担人民币900元。原告罗冠华
和吴道繁多预缴的人民币14400元，由本院
予以退回。被告于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00
元，被告吴雨泽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00元，被
告徐雪霞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00元，被告王
军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
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0元，被告徐漫桐应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9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
法强制执行。原告支付的公告费人民币2800
元，由被告于晴、吴雨泽、徐雪霞、王军、徐漫桐
各承担人民币560元，并直接支付给原告罗
冠华和吴道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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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人民法院
海南启程德瑞绿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委
已经受理申请人陈林林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0﹞第548号)，现已
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
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话：0898-
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贵州兴仁煤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变卖公告

  贵州兴仁煤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卖
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管理人将于
2021年07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08月20日17
时止在贵州省兴仁市潘家庄镇菜子田煤矿
矿区内(时间、地点如有变更，以最后通知为
准)，对贵州兴仁煤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8
个资产包进行公开变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公告之
日起至2021年7月15日前，持有效证件(自然
人持本人身份证，单位持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等)到管理人处报名，登记竞拍资产事项，
交纳竞拍保证金，领取变卖须知。
  联系人：付光禄律师 电话：13116390650
  联系地址：贵州省兴义市兴义大道印象
兴义2栋27层

贵州兴仁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徐宁遗失由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签发的第
二 代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330721199403194215，有效期为：2021年4月21日
至2041年4月21日，特此声明。
向华不慎遗失工程师资格证，证书编号：黔中
09111150，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发
证时间：2010年8月23日，声明作废。
孙永业遗失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潮 白 河 孔 雀 城 紫 薇 园
0013041101房号的定金收据，金额壹万元整，
收据编号0124046，声明作废。
谢思惠于2021年6月24日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90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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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陈适瑾)于2021年6月25日，本人在浙江
省杭州市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
330104200302184727，签发机关:杭州市公安局拱
墅派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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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邓雯芬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1611364540)，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仁和彬成文化用品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13600680329,声明作废。
北京银达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
失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机构编码：
京 A 0 0 0 1 2 1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000580845500U,声明作废。
北京日升高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043685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MA0091228)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MA009122-8)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日升高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010436854)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快乐潘达咨询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一 枚 ，注 册 号 ：
110108601726109，声明作废。
北京市海淀区太奇培训学校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许可
证编号:教民111010873930541号,声明作废。
北京实训计算机技术培训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注册号：110105010509008，声明作废。
北京满足堂健身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1600334215，法人：钱芳，并遗
失作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睿木(北京)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14014362040，声明作废。
北京华夏博古文物鉴定修复中心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6JWC34，声明作废。
北京赢者时代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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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86723795354，声明作废。
北京汉能户用薄膜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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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63354408927，声明作废。
北京长子营富秀建材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5MA00QL1F5A，声明作废。
北京市逗逗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朝阳区第三十
三 零 售 点 不 慎 遗 失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5014571612，声明作废。
北京讲礼中原商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1114120951074,声明作废。
霍林郭勒印象美术设计室不慎将公章、财务
章 、发 票 专 用 章 、税 控 盘 ( 税 号 ：
92150581MA0NW36Y71,盘号：49993458761)遗
失，声明作废。
北京百联益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6010726050，声明作废。
鲁商财富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MA005UER6K，声明作废。
天津奥淇大药房有限公司程昆道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
JY1200100004819，声明作废。
天津众远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223MA05WJJT6M，声明作废。
天津云漫神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32858911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北京欧派良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76590879Y)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迪安捷(北京)精准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85TXXE)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楚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LA2D93)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澳电电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000942314)
作废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珍麟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3GYDXT)
作废公章、法人章(法人：许秀华)、财务章、发
票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赢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23795354)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鲁商财富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553129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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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力启辰科技发展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2LCR23)作废公
章一枚，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思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FJ7T3K)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撤销公告：北京置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5844859367)因公章已
找到，现声明于2021年6月23日在法治日报刊
登了公章作废声明予以撤销，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紫正(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P3790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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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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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鸿美饰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1BW9R3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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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喜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DKCQ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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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霖、刘钟，清算组负责人：张
达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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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城永嘉房地产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674272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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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爽、卢燕，清算组负责
人：王金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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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仁和彬成文化用品商
店(注册号：110113600680329)经经营者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刘权清，清算组负责人：刘权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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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泽帆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J1UE3E)
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吉润菊、郁芊；负责人：
吉润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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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训计算机技术培训中心
(注册号：110105010509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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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善
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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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立方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注册号:110105013836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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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维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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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藤壤戏剧文化艺术工
作 室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790560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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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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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益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11010489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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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宣庆、黄永杰、罗承伟，清算组负
责人：徐宣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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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润伟益民医药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8012305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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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春玲，清算组负责人：康春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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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市
顺 义 书 华 苑 商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10113MA00LG1H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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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华，2021年6月29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世纪诚安信用风险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2261267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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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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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已丢失，
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嘉泰隆投资有限公司、
中辰国际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京安进
出口公司、北京新经典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诚信
证卷评估有限公司、北京思特奇计算机系统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
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嘉泰隆投资有
限公司、中辰国际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京安进出口公司、北京新经典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诚信证卷评估有限公司、北京思特奇计算机
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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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景兴，联系电话：18519378510。
公告：本企业北京洽天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2282024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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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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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已丢
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刘显德、刘显慧、
郭振波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
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刘显德、刘显慧、郭
振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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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
显德，联系电话：13901157396。

声明

  2021年6月25日丢失一U盘，内有滨海津
创人力利润表，吴娜征信身份证会计证及家
属信息，如有人未经本人允许挪用篡改我的
信息使用其中文件，后果自负！

声明

  本人刘丽娜,身份证号13042419841011312x,
系高级工程师职称道路与桥梁专业，证件批
文号：冀职改办字[ 2 0 1 8 ] 2 2 0 号 ，管理号：
2018109672。未经本人允许或授权，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准使用挂靠该证件，否则而造成的
损失及法律责任后果与本人无关，本人保留
有向使用人或单位的索赔权。特此声明！

佛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颜昌文：本会依法受理了钟文城、钟文波申请
与你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仲裁案[(2020)
佛仲字第1384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申请人庭后补充的证据材料、延期结
案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2021年9月2日9时30分在本会
开庭审理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1年
1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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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涂杏波：本会依法受理了郑劲枝申请与你方
关于合伙协议纠纷的仲裁案[(2020)佛仲字第
1306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申请人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延期结
案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2021年9月2日10时30分在本会
开庭审理本案，签收结案文书的时间为2021
年1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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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层]。

招聘

  北京马到成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诚招
法治日报中缝广告业务员，请有资源有意愿
的有识之士加入。
  咨询电话：13381075888 何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