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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徐小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军诉你与魏兵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112民初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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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吴广伟：本院受理云南通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起诉要点：一、判令被告
归还信用卡透支款本金17400元、利息2455.62
元、费用4307.91元，共计24163.53元及自2021
年1月25日以后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承担原
告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其他应付的费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上
网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09：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小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的，不影响本院
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贾彬：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2021)辽0604
民初677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林晶、田金龙、张兵：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2021)辽0604民初674号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姚正权：本院受理丰玉保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
初9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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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壹办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深圳市壹办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
锡市威肯计算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你方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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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解除原告与深圳市壹办
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签订的供应
商合作协议;判决两被告支付货款153757.28元
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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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杨启龙、龙汝智、张克伟、冯先源：本院
受理上诉人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衡水三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陈坤、杨启龙、龙汝智、张克伟、冯先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1民终178号民事调解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吕恒梅、夏淑波：上诉人高绍宝就(2020)冀
1125民初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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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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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河北省残疾人创业基金会：本院受理杨垒、
武铭铭与被告河北省残疾人创业基金会、衡
水中房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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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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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琼、范绪鹏：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422民初2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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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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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翠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寿县支行与被告程翠平、安徽省阳光半岛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
皖0422民初215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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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
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杨志成：原告四川德智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定于期
满后于2021年9月29日9时30分在北川羌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永安人民法庭(地址：北川羌
族自治县永安镇杏坛中路158号)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894号 吕康杰：我院审理
原告徐土发与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382民初4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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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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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凯：本院受理(2021)浙0382民初4841号原告
张大国与被告李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
知书、诉讼须知及风险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9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986号 王真凯：本院受理原
告徐梦雪诉被告王真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382民初498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民事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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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11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701号 周思哲：本院受理
原告卢晓杲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田国海：本院受理原告张乐勇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21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你方于判决生效后向张乐勇支付12000元及
违约金2000元、律师费4000元，并承担诉讼费157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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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李子、上海森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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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理赔款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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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炜、曹红侠：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寿县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
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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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邵珠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延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案，已审结，本院作出(2021)鲁1721民初535号
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邵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延雷借款本金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9月30日
利息为10174.45元；自2020年10月1日起之后的利
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480元，原告张延雷负担27元，
被告邵珠林负担4453元。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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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
吴长永：本院受理原告雷启友诉被告吴长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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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德海：本院受理原告彭灯传与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182民初2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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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马标、丁情情：本院受理高军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皖1621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本院涡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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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陈世兵：本院受理王宇诉你劳务合同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
11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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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张建：本院受理田永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22民初85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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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张强：本院受理原告谢东林诉你、宋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皖1202民初2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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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平、毛歆：本院受理原告陈魁诉被告广西
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贵阳荣方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贵州景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万
智东、李小平、毛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本院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的上诉状、
本院的上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民事审判庭提出答辩状正本
一份，副本十一份。逾期不提交答辩状，本院按
规定移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小平、毛歆：本院受理原告陈魁诉被告广西
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贵阳荣方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贵州景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万智东、李小平、毛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魁通过本院
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人的上诉状、本院的上诉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民事审判庭提出答辩状正本一份，副
本十一份。逾期不提交答辩状，本院按规定移
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烟台梦托拉服饰有限公司、金成洁：本院受理
原告丹东同信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烟台梦托
拉服饰有限公司、金成洁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辽060 4民初12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2021)辽0604民初120号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及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四川省邻水县石滓镇八斗丘村12组35号刘丽
琼：本院受理冯胜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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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
于2021年9月22日10时在本院石永人民法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刘安康、王平艳、屠玉兰：本院受理枣阳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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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秋波：本院受理雷兵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正学：本院受理河南正耀建设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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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七方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李世久、张永琴：本院受理湖北枣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1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董密：本院受理杨海福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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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双健：本院受理田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北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郑海云、李保军：原告田文明诉你们的(2021)
 鄂0683民初357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李朝康：本院受理窦国全诉你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订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米各庄法庭开庭审理。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
谢秋岩、赵晓玲：本院受理肖德忠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赵晓玲：本院受理张乃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李庆民：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魏强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2711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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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八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高嘉祥：本院受理杨建新诉你及任洪起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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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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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郑建存：本院受理王在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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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陕西江宏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谢小明、向
龙凤：本院受理青海坤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林向敬：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宁市城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周照明：本院受理阜阳市天祥集装箱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诉称：判令双方
解除租赁合同，判决你支付集装箱租金和违
约金等共计143196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21年9月22日16时在本院第十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7月31日10时起至8月1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上
对坐落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龙山国际住宅小
区14号楼2单元13-2号房屋(建筑面积111.18
平方米)进行拍卖，有关事宜可登录网址
https：//sf.taobao.com//0432/11查看。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源思金属制品(东莞)有限公司、雷庆福：原告深
圳市新敏迪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源思金属制
品(东莞)有限公司、雷庆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1)粤0307民初15469号。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源思金属制品(东莞)有
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357519.6元及自
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款项为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按同期银行间拆借利率标准计算)；2、要求被告
雷庆福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公
告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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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09
时30分在龙岗第二十审判庭(新)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荣晓峰、张坤：本院受理杨树礼、杨绪与呼伦
贝尔金马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你们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内0721民初2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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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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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郭
晓彬、郭晓光、郭晓辉：本院受理张淑梅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60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1年9月22日14：3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2021)苏1183行审4号 句容浦发新型建筑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镇
江市句容生态环境局诉被执行人句容浦发
新型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罚款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行审4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行政
审判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普安县青山隆发洗煤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黔西南州佰鑫腾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司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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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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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1年9月28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吴永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欧阳光丽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21)皖1723民初30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书
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钟丽娅：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7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永生、青春：本委受理的大连通远对外劳务合
作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公告期满后第17日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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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地点为大连市西岗区英
华街55号大连仲裁委员会第三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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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国泰艺术品广场有限公司、王广喜：本委
受理申请人牛丽艳与你方之间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2021】大仲字第156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交答辩书
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满后第17日
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
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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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第四仲裁庭
(大连市西岗区英华街55号310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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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强龙：本院受理阜阳开发区煜元烟酒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6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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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齐：本院受理亓信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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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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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首市鑫旺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
阳市吉恒印务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1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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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欣亮：本院受理(2021)内0783民初2138号扎兰
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萨马街分社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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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蘑菇气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即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李博：本院受理赵玉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辽
0115民初5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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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郭艳坤：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
学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辽0115民初520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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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李光文：本院受理孟顺梅诉你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8：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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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满安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腾冲市鑫
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通
知书、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钢材款及资金占用
费计3901061.74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21年
5月20日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以1141.66吨
为基数每天每吨5元计算的资金占用费；3、判
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代理费
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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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2021年9月9日)8：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句容市联夏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申请执行人句容市应急管理局诉被执行人
句容市联夏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罚款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行审11号行
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行
政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朋朋：本院受理张正容诉你、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华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梅连兵、崔培云：原告葛树虎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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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福广：原告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泸州市纳溪区洪石建材有限公司、罗忠友、
钟进群、罗忠良、陈煊、杨真贵、泸州仇氏酒业
有限公司、仇福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0)川0502民初2540号民事判决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马生虎：原告张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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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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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强：本院受理杨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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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自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马双全：本院受理陈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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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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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自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万长城：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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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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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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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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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云好：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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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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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怀新：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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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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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旗：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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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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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家棒：原告冯佳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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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假日顺延)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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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安：原告蚌埠市澳斯特涂料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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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假日顺延)
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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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明明：原告闫涛诉你追偿权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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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翰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贾学宾、
刘红智：原告任绍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0)
渝0107民初20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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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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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提出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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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维超：原告代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 2 0 )渝
0107民初26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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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升：本院受理原告童兴开诉你、许正云等
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628民初2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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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1日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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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升：本院受理原告向洪勇诉你及许正云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628民初2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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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1日14时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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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升：本院受理原告潘怀东诉你、叶忠林等
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628民初2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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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1日10时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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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沈阳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王来锁与你方之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委[2020 ]大仲字第193号裁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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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张婧妤与你方之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委[2020 ]大仲字第194号裁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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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思松：本院受理原告杨思领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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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婉蓉：原告雷正洲、张小凤与你解除收养
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鄂0529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解除雷正洲、张小凤与你之间的收养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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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石长富、湖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黄陂分公
司、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武汉第七分公
司：本院审理原告张旭明、陈先正与被告湖
北金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大悟盛兴
建筑劳务公司武汉第七分公司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鄂092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湖北
金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张旭明、陈先正支付工程款390
万元及利息，被告石长富承担连带责任；被
告湖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390万
元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张旭明、陈先正承担
付款责任。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被告湖北金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旭明、陈先正返还工
程保证金130万元及利息，被告石长富承担
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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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号 唐勇：本院受理原告
程双喜与你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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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4
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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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吉措，黄南州博楚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次成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初703号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第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
工作日下午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龙付才(财)：本院受理原告吴菊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 )鄂0684民初53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吴菊要求与你离婚的诉讼请求。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营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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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吉措，黄南州博楚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本巴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初785号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第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
作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乔治峰、齐齐哈尔聚成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锁尔诉被告乔治峰、齐
齐哈尔聚成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等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独任审判人员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藏洛诉被告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
有限公司、第三人张国军牧业承包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
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21)青2821民初5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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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张浩平、程海宝：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歙县嘉银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汪大兵等六被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等六
被告公告送达(2021)皖1021民初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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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红云：本院受理原告魏元卫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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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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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营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3495号 周新春：本院受理
原告刘万青、曾媛与被告周新春、张静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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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1282民初1564号 闫蓓蓓：本院受理
原告安徽界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与王淑梅、周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
皖1282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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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2020)黔2322民初5876号 杨明堂：本院受理
原告雷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2322
民初5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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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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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784民初399号 陈兆忠(住江西省彭
泽县东升镇东升村白铜组29号，公民身份号
码：360430198507122516)、许敏(住江西省九江
市柴桑区沙河街道东风村六组方家凹，公民
身份号码：360421198812180222)：本院受理原
告朱发表与被告陈兆忠、许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陈兆忠归还原告朱发表借款
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0000元为
基数自2021年1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 ;二、由被告陈兆忠、许敏归还原告
朱发表借款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述一、二款项限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
朱发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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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费850元，公告费1490
元，合计2340元，由被告陈兆忠负担，被告许
敏共同负担一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
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228号 上饶市宏伟物流
有限公司(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中山西路91
号2-502)：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管家忠、六安市
平安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上饶市宏伟物
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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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一、二、三连带赔偿原告保
险理赔款6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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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9：
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
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2民初5077号 苏裕其(身份证号码：
352201198310255419)：本院受理原告陈发观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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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482民初5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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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482民初2002号 李正(身份证号码：
342422198603281435)：本院受理原告王燕军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30日。本院定于2021
年10月11日上午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陆兵：本院受理原告吴艺娟与被告陆兵离婚纠
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与你离婚，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4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金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050号 江西省百乐米业
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百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张锁根、张全、张弯、张倩、彭小琴、张珠
莲：本院已受理原告新余市高新区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贵州云开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李红娟、徐爱英、
王素珍、孙志友：本院受理贵州开磷供电有限
公司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一案已审查终结，作出
执行裁定驳回了申请人贵州开磷供电有限公
司申请追加李红娟、徐爱英、王素珍、孙志友为
被执行人的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
(2021)黔0122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田雪楠于2020年6月28日不慎遗失身份证
件，证号：152324199307114604现声明作废。
利华东方城物业服务公司装修押金收据，
东方城户主张金堂(2 0 - 0 2 - 1 7 0 1、20- 0 2 -
1 7 0 2 ) 装修押金合计金额20 0 0 元，收据号
248、245，声明作废。
北京艺文都苑艺术培训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MA010HNM00，声明作废。
北京易位开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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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1678768355M，声明作废。
北京湘水湾康体休闲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6656079151，声明作废。
北京一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遗失，经
营许可证编号：京B2-20200574，声明作废。
中匠鲁班(北京)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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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7MA0198412U，声明作废。
北京鸿成嘉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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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4MA01TF605R，声明作废。
北京宇宏相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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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3MA01RHT9X7，声明作废。
北京贵义宝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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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4MA01U0WL7W，声明作废。
北京实克本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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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14MA01U4KK39，声明作废。
西雅图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110114016431428，声明作废。
北 京 经 税 经 济 咨 询 事 务 所 ( 注 册 号 ：
110101003189107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 1 0 1 8 0 1 2 2 9 9 7 2 )
正 、副 本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代 码 号 ：
801229972)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东 唐 装 饰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01309770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560436582)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560436582)
正、副本，声明作废。
全球联盟国众鑫和平(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51CY13，声明作废。
和平世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64901473N，声明作废。
北京江南古韵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8MA01G4ND90)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河西区杠中杠桌游屋遗失天津市河西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核发日期：2021年3月17日，许可证编
号：JY11200030163004，声明作废。
北京日升高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8010436854，声明作废。
北京和味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E8MU1X，声明作废。
春秋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96AL86，声明作废。
春秋谷投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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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5MA0096AL86，声明作废。
欢喜阳光(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192MY07，声明作废。
北京中兴华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EJC292，声明作废。
璨挚(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05MA06E2E38Q，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晋中恒信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424002001798,声明作废。
瓦房店市广兴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辽B 3 3 3 7 X 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大
18155818，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惠尔康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73578013)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鹤年养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YRF4R)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百德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R9AB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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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江南古韵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G4ND90)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欢喜阳光(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92MY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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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兴华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EJC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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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位开元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67876835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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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生安(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97625518L)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远鸿盛世文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811673310)作废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北京智越威文化书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10117MA021D376X)现于2021年6月18在
法治日报刊登的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
公告，原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越威商贸有
限公司，现更正为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智
越威商贸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北京敏祺嘉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20ATF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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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9PB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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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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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424W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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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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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旅游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5C680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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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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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2MA002BC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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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尔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74935010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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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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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都金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5GLYX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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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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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QAGQ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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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川明童(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06UW3C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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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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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月九天文化咨询股份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59BA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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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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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影业(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JEEL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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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淘桃鲜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06GQ925)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张沛银，清算组负责人：张
沛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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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铭锐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YHX0L)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贾楠，清算组负责人：贾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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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十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978236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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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润达、刘仿芹、李思达、王峰、李国
珠、刘子州、梁乃中、张红，清算组负责人：刘仿
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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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阿迪斯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34TEK3C)经投资人决定,
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投资人:李
胜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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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04YD12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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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迪、赵学涛，清算组负责人：赵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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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96AL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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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玉，清算组负责人：
余正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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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缘信(北京)投资基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067756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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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帅、中财缘信(北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张培智,清算组负责人:王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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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彩源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8096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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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清算组负责人：王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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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倍高爱婴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6285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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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高爱玲，清算组负责
人：高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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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唐装饰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3097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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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清算组负责人：张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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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升高科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0436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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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占国、张玲芳，清算组负责人：
张玲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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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张德庸的法定继承人：因张德庸(男，1938年8月
10日出生)已于2021年1月10日死亡，张德庸生
前立有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13)闽周证字
第82号，遗嘱中表示：坐落上海市浦东新区川
周路8682弄18号701室房屋产权过世后由其养
子张大生一人继承。现遗嘱受益人张大生已
向上海市浦东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公
证，你们如有异议的，请于登报后的30日内向
上海市浦东公证处提出书面异议。

致歉声明

本人向公众声明∶浙江科发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发资本”)与我本人关于名
誉权侵犯一案，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判定本
人侵犯了科发资本的名誉权。在本人发表的

《最惨创业者：三年前我被投资人驱离公司，
三年后公司未上市投资人要我赔3800万》一
文中，编造诸多谎言，且用词贬损，侮辱侵犯
了科发资本及董事长的名誉权，本人特此诚
恳道歉，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并尽最大
努力消除不良影响。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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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