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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0311民初399号 陈棋：本院受理原
告肖明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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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641号 谭新：本院受理原
告刘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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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2627号 丁效荣：本院受理陈
尔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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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
告期满后的第3日9：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961号 连云港大海钢模板
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联建模架租
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96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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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2016号 郝永萍：原告李素侠
与被告郝永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的期限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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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404号 曲凤艳、朱雷雷、
朱秀梅：原告魏贤胜与被告曲凤艳、朱雷雷、朱
秀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的期
限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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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003号 刘爱国：本院受理
原告李家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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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1586号 姚超：本院受理原
告王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1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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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1092号 四川辰基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龚大全诉被告罗明
亮、四川辰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被告四川辰基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龚大
全工程款21700.36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
式为：以21700.3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从2021年2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
清之日止；2、驳回原告龚大全对被告罗明亮的
诉讼请求；3、驳回原告龚大全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170元，由原告龚大全负担
706元，由被告四川辰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464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张要锋：本院受理原告柳向阳、柳冰冰、韩义
青、郭强诉张要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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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姜兰：本院受理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市遂州分行诉姜兰信用卡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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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仕春：本院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诉赵仕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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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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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淼：本院受理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市遂州分行诉庞淼信用卡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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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青2222民初69号 侯银周、石志红：本
院受理原告何贵明诉被告侯银周、石志红等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何贵
明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
青2222民初69号民事案件上诉状。限你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答辩状及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郭淼：本院受理原告曹高良诉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冀0123民初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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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亚华、张亚欣：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市正
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岳素华为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123民初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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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3211号 孙杰(住安徽省涡
阳县标里镇柏华行政村邓柏林自然村004
号，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805284233)：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孙杰、郑继晓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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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孙杰、郑继晓偿还原告支
出的代偿款26800.33元;赔偿原告代偿款的资
金占用费，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30.2元;2、
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0元;以上暂合计为31330.53元;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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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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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亚军：本院受理原告狄宝娟诉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582民初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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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黄文龙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2民初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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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焰：本院受理原告罗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原告罗刚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被告刘永焰偿还原告借款
200000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刘永焰承担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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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刘永焰：本院受理原告陈宽怀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原告陈宽怀诉讼请
求如下：1、请依法判令被告刘永焰立即支付原
告工资款145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际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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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刘永焰、黄萍：本院受理原告陈宽怀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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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1626号 钟瑜敏：本院受理
原告简天理与被告钟瑜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
1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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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884号 林峰、黄磊、江西
大米智联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莞
钢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峰、黄磊、
第三人江西大米智联网络有限公司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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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道歉信

广大人民群众：我叫边乐，因2019年1月7日，在
豆芽中添加去根剂，并进行销售。2020年12
月28日临河区法院以(2019)内0802刑初358号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边乐犯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因我侵害了不特定消费
者的利益，为此，我感到非常后悔，并对自己的
行为，真诚道歉，这个沉痛的教训让我谨记。
  以后一定遵纪守法，在此向公众说声对
不起，希望大家能原谅我。

道歉人：边乐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巴冲、曹良宝(梅卜华)、曹睿、柴文亮、常远亮、陈
静、陈云、邓祖想、邸允周、樊荣华、范志军(毕井
银)、方健(胡云妹)、方文祥、郭建军、韩诚、郝彬、
黄贺、黄健、黄凯、黄正、江唐海、李道生(曾士
妹)、李国幸、李家昌、李瑞旺、李霞、廖猛、刘晓
玮、卢靖、罗志品、茆静萍、乔东吾、沈国政(郭孝
俊)、沈海瑞、沈瑞广、孙大杰、孙飞飞、孙静、孙
连甫、孙长燕、谈世成、陶忠豹(王守艳)、王朝霞、
王峰、王光应、王克广、王克红、王克梅、王克胜、
王良芹、王鹏、王涛、王延全、魏文伦、魏重地、吴
化元、吴亚、夏海洋、薛信俊(张本丽)、杨飞、余邵
华(王娇娇)、张芹、张文江、张武、张子豪、郑诗
文、周玉胜、朱业山、李瑞旺、王黎明、王修为、倪
明宪、宋彩虹、周文(刘华)、孙瑜、孙鸿深、孙翊、
郑梅、张银根、魏翔、孙子佳、王蕾、蔡玉梅、倪
芳、姚家建、王修庆、周晨辰(刘晓燕)、魏文春、王
克林、肖小月、肖功节、范曙、肖公标、范一武、吴
方胜、黄海安、范一言、代长珍、汪洪源、潘国兵、
曹昌仁、戴敏、周敞东、常远中(魏高菊)、王言海
(王良群)、肖功飞、余奇(曹士翠)、李广健、江宏
伟、鲍和喜、陈宏开等：2014年7月3日，寿县人民
法院受理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称“阳光半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
8月28日，寿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安徽省阳光
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
阳光半岛公司进入重整，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已
于2021年2月27日届满。重整计划第七条第二项
的规定：37、38号地块，2号岛已支付首付款的购
房户，可以选择继续履行合同，补交剩余购房
款，取得房屋，免除破产受理后的违约金。也
可以选择解除合同，退还首付款，免除破产
受理后的利息、违约金。由于你方至今未办
理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退款手续，请您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携带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购房款的收据原件或发票原件、支付购
房款的银行取款凭证或者银行账户流水以及
身份证等资料到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补交剩余购房款，办理结算交房相关手
续，或办理退款手续，逾期不办理，责任自负。

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鲁学文、李树春、黄文辉、孙忠奎、陶应绪、赵斌、
朱公新、柴明明、陈金华、丁家全、龚云峰、郭应
曾、黄勇、贾全兵、李大伟、李海生、李伟、李颖、
李中禄、刘义全、王凌、王涛、卫平山、卫晓宝、吴
卫祥、许支禄、严厚彦、姚寿春、姚武、余澄清、郑
纪翠、郑玉巧、杨小洁、赵焕、张勇、胡雪晴、张海
武、周廷群、尹欣、张磊、林先红、李侠、杨淑芳、
邓丽、邓雪、陈魁、梁修荣、钱素芳、李贵霞、张洪
霞、张恒、郭石进、顾顺昌、崔桂英、孙杰、成国
荣、赵玉枫、刘道明、孙飞、孙大林、孙光荣、孙
杰、张敏侠、牛传明、王平山、武孝兵、周吴魏、孙
卫东、褚红琪、吴耀、陈阔、卢晶晶(卢磊)、蔡骁
骁、高修成、万劼、汪学贵、席亚琼、张其桂、郭静
秋、李敏、程传芝、张俊、林指挥、张绪刚等：2014
年7月3日，寿县人民法院受理安徽省阳光半岛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阳光半岛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2017年8月28日，寿县人民法院裁定
批准《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计划(草案)》，阳光半岛公司进入重整，重
整计划执行期限已于2021年2月27日届满。重整
计划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1、如果选择要房的，
可以在37号地块集中安置。房屋面积选择100平
方米以内(含100平方米)的，按照37号地块原商
品房预售备案价销售，签订合同、交付房屋；房
屋面积选择100平方米以上的，超出面积部分的
房价按照与重整方签署购房合同时的市场价，
签订合同、交付房屋。2、如果要求退款的，可以
参照本条(一)，由债务人、重整方与购房户协商
解决。由于你方至今未办理选房签合同或者退
款手续，请您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携带
原认购单、定(订)金收据原件、支付定(订)金的
银行取款凭证或者银行账户流水以及身份证
等资料到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办理定(订)金结算退款或重新办理选房合同签
订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责任自负。

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钱云锦、宣斯珂、王修利、骆浩、贾应祥、卢士东
(李传凤)、江常余、邸瑞、汪家才、储国文、侯守
山、王有伟、臧德茹、管超、孙广荣、杨文颖、李
爽、左娜、张侠、尹世宇、倪明宪、宋彩虹、黄显
珊、茆磊、薛嘉文等：2014年7月3日，寿县人民法
院受理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称“阳光半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8
月28日，寿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安徽省阳
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
案)》，阳光半岛公司进入重整，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已于2021年2月27日届满。重整计划第
七条第一项的规定：37、38号地块，2号岛已付清
购房款，但未取得房屋的购房户，可以选择继
续履行合同，取得房屋，免除破产受理后的违
约金。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免除
破产受理后的利息、违约金。由于你方至今未
办理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退款手续，请您于公告
之日起七日内携带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购房
款的收据原件或发票原件、支付购房款的银行
取款凭证或者银行账户流水以及身份证等资
料到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办理
交房手续，逾期不办理，责任自负。

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孟令华：本院受理马慧芳诉你和王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621民初1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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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林：本院受理原告王小燕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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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王恒亮：本会受理的陈建武、朱家宏与你《劳
务分包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合仲字第0688号应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
状、反请求、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的7日、10日、7日和15日内。公告期
满第8日本会依法组庭，并定于2021年10月11日
下午3时，在本会仲裁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上述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
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何斐、维特拿·索利平：本院受理原告李云与被
告何斐、维特拿·索利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
皖0191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何斐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李云偿还借款本金950000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以9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3
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至款清之日止，
但当中应扣除被告何斐已经支付的利息
15000元)；二、被告维特拿·索利平对本判决
第一项中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
维特拿·索利平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
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何斐追偿；四、驳回原告
李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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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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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无锡振发铝镁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上诉人广
州市立镁贸易有限公司就(2020)苏0205民初
3724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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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陆新：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天恒制衣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号(2020)苏0205民初6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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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宏图：本院受理刘建康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业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1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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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刘宏图：本院受理杨中富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业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1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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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唐敏：本院受理刘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业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1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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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夏燕：罗平元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本
院依法判令你与罗平元离婚。孩子罗思秒、
罗思源由罗平元抚养。因你下落不明，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川0726民初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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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林新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林其顺、林其勇、林新
卫、方景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3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大荆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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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会岑：本院受理任召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川1322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准许原告任召云与被告王会岑离婚。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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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储杰：本院受理董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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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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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金继星：本院受理王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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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民初7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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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任永玖、任永香：本院受理原告冯秀鸣诉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云0602民初3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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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松果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明君诉你
方、杨格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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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橙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恩
明与安徽金橙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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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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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陈丹：本院受理
王欢与被告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第三
人陈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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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当事人通知书及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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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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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月：本院受理原告曹永芳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283民初1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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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周加仙：本院受理王应忠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
2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与被告
离婚;二、原告与被告共同生育的孩子王成洋
由原告抚养。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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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朱佳平：本院受理陈水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
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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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高喜秀：本院受理广西钦州市鼎盛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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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0703民初1566号民事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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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
2021年9月22日9：5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聂晓晨：本院受理广西钦州市鼎盛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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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0703民初1556号民事
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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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2021年9月23日9：5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张弘毅：本院受理钱卫东诉你、蒯洪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1108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坚：本院受理孙洪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0 )苏
0281民初1118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冷树佳：本院受理焦永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281民初882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春红、孟天芬：本院受理刘国杰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证
须知、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诉
保)、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陈建平：本院受理王建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勇：本院受理赵银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
义务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
知书、审判团队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正久：本院受理赵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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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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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副本，上诉于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伟峰：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与吴德强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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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郭丙奎：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与王占友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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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1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刘建明：本院受理王艳冲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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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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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刘二堡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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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强、邰丽丽：本院受理阜阳市大成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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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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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程双全：原告张昌益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1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由程双全支付张昌益劳动报
酬29，764.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44.00元，由程双全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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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
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程双全：原告钟朝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
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程双全支付钟朝
华劳动报酬25，8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一月
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程双全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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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河北佰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兰
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1)冀1121民初1081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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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张宝奎：本院受理郭文娟诉你中介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民初1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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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养新：本院受理戴雅静与你离婚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243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准予戴雅静与陈养新离婚。
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60元，共计760元，
由戴雅静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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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金、杨丽：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兴仁市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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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刘峰：本院受理罗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案件跟
踪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于守海、于守军、曲延玲(曲莉)：本院受理孙华
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己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吉0581民初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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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刘忠义：本院受理王海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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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吉0581民初131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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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杨春雨、乔玉波、马龙、盖忠、王昶：本院受理
范纪戬与你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正通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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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叶一舟：原告王光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鄂0683民初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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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徐文新、谈静英：本院受理赵国良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苏0281民初11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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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林贤平、林玉娟：本院受理徐济泉申请执行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
加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通知你到本院诉讼服
务中心就选择评估机构事项进行协商，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9时到本院诉讼服务中心协
商选择评估机构，如不同意协商，应提前书面
通知我院。如在规定时间内无故缺席，我院将
通过网上摇号方式随机选择确定评估机构。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裴兴权、陈仲霖：本院受理长春市下岗失业
人员自谋职业小额贷款担保办公室诉你们
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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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霖旺：本院受理张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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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长春市柏航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南诉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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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王涛于2021年6月29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
证号：37292219890714415X，现声明作废。
李刚遗失融创星耀五洲FQYG74-1-1702室
的收款收据1张，收据编号：0000539(金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黄胜遗失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
北侧、致远路东北侧彰泰·欢乐颂27幢1单元
3 2 层6 号 ( 房屋地址)购房发票 ，号码：N0
01246577，金额：202505，声明作废。
马腾于2021年6月10日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
广东省省司法厅2010年03月01月颁布的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401201310092842，流水
号：A20093416211476，声明作废。
聂慧仪，2021年5月6日因保管不善遗失广东
省司法厅2017年6月5日颁发的律师工作证，
律师执业证书号：14407201761431724，执业证
书流水号：30034130，现声明作废。
彭素英不慎遗失甘肃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所开发楼盘恒大帝景的《兰州恒大帝景
商 品 房 认 购 书 》 一 张 ，编 号 ：
LZDJCW20170195，声明作废。
黄见见于2021年6月20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4105 2 1 1 9 8 9 0 8 1 8 6 0 1 2 (有效期
2016.08.10—2036.08.10)，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詹超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
34022319901114251X，有效期限2021 .6 .4—
2041.6.4)，此身份证作废无效，特此声明。
本人温博超2021年7月2日于西安市不慎遗失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610115199703108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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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曼玉于2021年6月27日不慎将第二代
身 份 证 遗 失 ，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92119981004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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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12604420808，经营者：杨荔，声明作废。
北京茂丰合信息咨询中心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32H0W98，声明作废。
胜途(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46906906268，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黑龙江经营部(注册号：
2300001701013)，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税务登记证正本及副
本，即日起声明作废。
北京地又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207429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700379357)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700379357)正、
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爱车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110105014614379，声明作废。
北京应急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7317980473L，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冯晶商贸中心不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5604109883，声明作废。
北京沙河镇七彩轮商贸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14604071223,声明作废。
远华和协米业(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合同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890716287，声明作废。
中视恒通(北京)影视策划中心不慎遗失合同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560378116G，声明作废。
北京时雨园雅德嘉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8J804N，声明作废。
个 体 工 商 户 经 营 者 ：常 永 亮 ( 注 册 号 ：
110105602043140)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温州文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32810006146)、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法
人姓名：张梦杰)、发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永泰县樟城镇好孝心日用品商店遗失永泰
县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核发日期：2021年2月20日，许可证编
号JY13501250049415，声明作废。
北京四合顺兴主食厨房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10108604404893，声明作废。
北京四合顺兴主食厨房不慎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注册号：
110108604404893，声明作废。
北京博日欣通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62939923，声明作废。
北京晨夕通达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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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5MA01M8U43L，声明作废。
北京星隆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17994242T，声明作废。
北京长视嘉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大 北 窑 支 行 ，核 准 号 ：
J1000053837106，账号：812119619008091001，法
人：章科，声明作废。
北京打样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82464775，声明作废。
中企动力合同NCE20A-HT0002336，不再拥有
法律签单效力，提出永久作废，特此证明！
上海东辰口腔门诊部，遗失放射诊疗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号：浦卫放证字(2006)第0069
号，发证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声明作废。
最会保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法人人名章(黄彪)，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8MA05T3C20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红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6ABD3D)作
废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市苏林易德商贸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736456481T)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澳仕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CP810J)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双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PG7Y02)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东声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FCTC43)
作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语予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NHUK4M)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掌中万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2990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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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宜禄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YR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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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弘德(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4761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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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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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腾聚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726254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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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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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掌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9P5BK26)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218万元减至人民币3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润通恒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MC90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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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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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国基京安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J5LB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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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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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雨檀康顺酒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3FU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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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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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行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5857287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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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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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山宏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531315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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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1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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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金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298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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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0万美元减少至3600万美
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苏洋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9L0Q7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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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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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煜光生辉金属加工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7921141876，经合伙人决
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人：
杨宏斌、李世刚，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鸿鹄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013WY2H)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
圆圆，清算组负责人：王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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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盈利德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6015598421)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祝铁锁，清算组负责人：祝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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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壹诺通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TBCK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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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鑫、宋志波，清算组负责
人：宋志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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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日欣通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62939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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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樱、王卉，清算组负责人：
凌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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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无二念影视文化传媒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09PW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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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华、师晴，清算组负责人：朱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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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应急侠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1798047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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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煜、杨定础、北
京汇思传美广告有限公司、秦媛媛，清算组
负责人：柏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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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研澳普德生物医疗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6812269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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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瑞、陈默，清算组负责人：陈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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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意童年服装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5MA00P1TM0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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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颀剑，清算组负责
人：苏颀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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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打样间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82464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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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力佳、鲁力实，清算组负责人：
鲁力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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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又天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52074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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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双、杨晓竹，清算组负责人：杨晓
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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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独资企业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宽
窄 巷 儿 餐 厅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59613689U)现拟转换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人承诺
变更后若有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债权债务，仍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承担。个人
独资企业投资人签名：韦立东，2021年7月5日。

债权催收公告

刘志明、钟远飞：你于2017年7月13日向惠州
市华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
惠州市华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该债权
本息主从权利全部转让给我，请尽快向我偿还。

孙建平
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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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