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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3419号 上海一狮实业有限公司(住
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宁富路288号1幢6层)：本院
受理原告永康市幻视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一
狮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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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6000元并赔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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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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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昆山：本院受理原告高丹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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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贾天宝(曾用名贾天保)：本院受理原告周四诉被告贾
天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3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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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宝辰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市
大发汽车附件厂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初
2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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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慧菲：本院受理原告金铭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2民
初3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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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283民初4556号 杨中朴：本院受理原告崔玉
平与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宣堡
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怀来文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范荣景诉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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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598号 被告：张孝刚(公民身份
号码：430822198006116134)，住湖南省桑植县苦竹坪乡
狮子塔村枫塘组：本院受理原告秦建生与被告张孝
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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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9
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2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3694号 易金满：本院受理原告
陶艮凤、陈浩、王爱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
普裁定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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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全：本院受理原告谢学敏与被告周其全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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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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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方林：本院受理原告张金成与被告陈方林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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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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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号 丁标：本院受理原告陆松
波与你债权转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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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王瑞兵：本院受理原告吴会影与被告王瑞兵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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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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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生：本院受理原告郑文翔与被告李明生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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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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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号 唐乃波、郭新梅、任爱
林、周斌：本院受理原告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230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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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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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323民初3035号 许晓亮：本院受理原告
赵波与被告许晓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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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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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755号 胡学雪：本院受理原告肖俊
章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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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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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张金尧：本院受理原告苏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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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原告举证材料、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乍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183号 王成辉(住安徽省阜阳市
颍州区西湖镇马付村王庄27户，公民身份号码：
34120219860515271X)：本院受理原告范蜜蜜与被告王
成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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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王成辉支付原告工资71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从起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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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付款之日止);二、
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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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11
日上午10：1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
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618号 胡启旺(住甘肃省会宁县土
高山乡红湾村陡城社2 3 号 ，公民身份号码：
620422199001246931)、上海友旗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
上海市奉贤区光泰路1899号2幢2266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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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胡启旺、上海友旗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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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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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令被告胡启旺、上海友
旗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支付的保险理赔款9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赔偿之日2018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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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判令被告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保险责
任范围内对第一项承担赔付责任;三、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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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上午
09： 4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
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190号 姚斌(住安徽省安庆市宿
松县破凉镇花凉村长屋组11号，公民身份号码：
340826198710024456)：本院受理原告张买权与被告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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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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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2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0年5月
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本案全
部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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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0月13日
上午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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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自强：关于申请执行人黄玉银与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执2124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60日起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若有异议，在公告期届满后15天内向
本院提出异议。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顾宝文：关于申请执行人周茂林与你与王铁峰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公告向你送达(2021)黑0225执
恢77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将你在龙江银行账
号为22240122016027074中存款4040.93元划拨至甘
南县人民法院涉案案款专用账户。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襄仲公告字(2021)第52号 龚顺水：本委受理的申
请人刘杰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仲
裁庭已于2021年6月8日作出(2021)襄仲裁字071号
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
区檀溪路文创广场四楼，电话：0710-3519653)领取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襄阳仲裁委员会
张建军(身份证号：33072419******6416)：本委受
理申请人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之间
的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本委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选指定仲裁员通知
书及仲裁手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本委将于2021年9月29日组
成仲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之日起5日内至本
委领取组庭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
2021年11月6日9时30分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届时
你如不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淮安仲裁委员会
宗艳(身份证号：32012319******0220)：本委受理
申请人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本委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选指定仲裁员通知书
及仲裁手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本委将于2021年9月29日组成
仲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之日起5日内至本委
领取组庭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2021
年10月23日9时30分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你
如不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淮安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谭思荣：本院受理何叶琼、秦仕高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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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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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郭金文：本院受理周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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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授
权委托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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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舒永群、云南德信行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滨
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宜宾沣润商贸有限公
司、大关县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彝良县支行诉被告云南明磊实业有限公司、魏明
磊、王晓兰、侯龙刚、舒永群、云南德信行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云南侨鼎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市江汉区
风筝一次性餐具经营部、四川滨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宜宾沣润商贸有限公司、大关县丰达商贸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法院判
决：一、判决被告云南明磊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
欠息577377.68元;二、判决被告云南明磊实业有限公司
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19日起至被告云南明磊实业
有限公司全部偿清原告贷款欠息之日止所产生的逾
期利息、罚息及复利;三、判决被告魏明磊、王晓兰、侯
龙刚、舒永群、云南德信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判决被告云南侨鼎商贸有
限公司、武汉市风筝一次性餐具经营部、四川滨河再
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宜宾沣润商贸有限公司、
大关县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
证责任;五、判决原告享有云南明磊实业有限公司对云
南侨鼎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市风筝一次性餐具经营
部、四川滨河再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宜宾沣润
商贸有限公司、大关县丰达商贸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优
先受偿权;六、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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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2021年10月12日9时在本院第六数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尚威、尚卫东、尚夜明、尚英
杰申请宣告尚世尧死亡一案，经查，尚世尧，男，
1937年4月18日出生，户籍地为辽宁省大石桥市铁
校里2号3-3-6，尚世尧于2017年5月24日离家走失，
至今无任何消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
一年。希望尚世尧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桂珍申请宣告孙武斌死
亡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20)辽0882民特2号民事
判决书，宣告孙武斌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成春申请宣告张福贵死亡
一案，经查，张福贵，男，1933年12月30日出生，户
籍地为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金桥管理区金屯
村20号8-0-3，张福贵于2017年3月17日离家走失，
至今无任何消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
一年。希望张福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谢志军、郭艮娥：本院受理邯郸市向诚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在本院第三
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秦庆祝：本院受理王纯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
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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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芦健、梁海阔：本院受理董明聪与南京紫铭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第三人你们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及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杨小华：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2105号陈跃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九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帮松：本院受理汪林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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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永明：本院受理江苏鑫谊银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1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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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杜庆彪：本院受理邢玉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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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陈凤岚：本院受理马丁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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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2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高峰：本院受理耿成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2435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郝忠群：本院受理王虎诉杨红兵、你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115
民初9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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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施修成、南京冠利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刘霞诉南京玺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你们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0115民初9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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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翟爱军：本院受理南京市江宁区叶进建材销售中心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苏0115民初12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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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贺文彬：本院受理赵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30民初91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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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马小悦：本院受理陈齐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新保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徐波：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仁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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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杨志君：本院受理赵本刚诉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
院、第三人你和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筑
安装工程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依职权对(2019)黔2322民初252号启动再审，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监8号再审裁定书、
(2021)黔2322民监8号补正裁定。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施文虎：本院受理原告王善虎诉被告施德祥、施
文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723民初2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池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刘平、林振明、林祥晖、欧世强、董文超、梁纶章、陈建
文、陈守边、陈勇、邱建华、阙小强：本院受理原告天下
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平【(2021)闽0206民初8573号】、
被告林振明【(2021)闽0206民初8574号】、被告林祥晖

【(2021)闽0206民初8575号】、被告欧世强【(2021)闽0206
民初8576号】、被告董文超【(2021)闽0206民初8577
号】、被告梁纶章【(2021)闽0206民初8580号】、被告陈
建文【(2021 )闽0206民初8582号】、被告陈守边

【(2021)闽0206民初8584号】、被告陈勇【(2021)闽0206民
初8585号】、被告邱建华【(2021)闽0206民初8586号】、被告
阙小强【(2021)闽0206民初8587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
11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
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
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
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抚顺市望花区叶平同超市：我局已受理张春梅工伤认
定一案，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举证文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抚人社工伤举字[2021]018号)。自公告起60日后即视为
送达。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你单位应对受伤害职
工的工伤认定申请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不答辩或无正
当理由逾期答辩的，视为举证不能。电话：024-52443227

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仲裁公告

佛山(国际)家居博览城有限公司、左鼐强、陈天成、佛
山市顺德区东升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汇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钜隆房产有限公司、列海权：本
会依法受理黄冠雄与你之间关于追偿权纠纷仲裁
案，案号为(2021)佛仲字第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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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答
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1
月17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签收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2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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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邵腾宽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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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定于2021
年8月25日下午15∶30在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第二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
服务中心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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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靳某某的道歉信

靳某某：您好！我向您诚挚道歉！我情绪失控将您
的隐私曝光在微博上，破坏了您在同事学生中的
良好形象，社会评价感降低，也让您有了一定的
经济损失，我深表歉意！在此，我也表态，不会再
对您的工作生活带来干扰，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如有违反，我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特此声明

殷丽君

致歉声明

  陈伟，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严重危
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
此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该错误行为，愿意积极承担
法律责任，现通过媒体向公共真诚道歉，以后严
格守法，绝不再犯，并请消费者不要购买案涉“德
大”等品牌牛肉进行食用！

道歉人：陈伟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徐健：本院受理绵阳市金喜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
被告徐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724民初1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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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
张志超：本院受理原告杨芳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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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皖1621民初3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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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
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席新民：本院受理原告张一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1621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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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田靖：本院受理原告长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
及贵州荣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29民初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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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王凤五：本院受理原告康丽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郭全达：原告盛建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蒲汪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不按时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韩蔡振：本院受理原告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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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皖1621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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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吕春晓：本院受理原告张俊青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1民初140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蒲汪人
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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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苏成玉：本院受理原告陈久江与被告苏成玉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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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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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孙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苏成玉：本院受理原告孔叔秋与被告苏成玉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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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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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孙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香保：本院受理王本荣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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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1年10月8日上午10时30分在
本院小甸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刘华：本院受理朱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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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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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宝：原告铜官山区新潮精品移门店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
初181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刘长兵：原告徐海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60
日视为公告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邓全、
顾广玲与被告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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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分别为本公告送达之
日起15日、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1日17时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董信玉：本院审理原告谷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792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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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其兵：本院审理原告陈进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
民初7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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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红：本院受理任华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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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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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宇龙置业有限公司、唐德贵：本院受理原告四川
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行诉被告四川宇龙置
业有限公司、唐德贵、苏仕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川1322民初325号判决书，判决被告四川宇龙置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行借款本金
2552088.74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2020年
12月21日前的利息为247419.33元；2020年12月21日之后
的利息为：以实际下欠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20年12月
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或履行期限届满前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3月26日签订的
(人民币资金)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被告
唐德贵、苏仕帅对被告四川宇龙置业有限公司下欠
原告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行前述第一
项中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总金额不超过10160000元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被告唐德贵、苏仕帅向
原告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支行承担清偿
责任后可向被告四川宇龙置业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简案团队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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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巧玉、罗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利军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冬、梅巧玉、罗刚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管辖异议申请书、民事裁定
书、管辖异议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东北塘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紫鑫全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真
旺食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2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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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瑜、王传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02民初38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木判决，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民一庭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赵永民：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立合与你、赵永强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王彭：原告陈云华与你合伙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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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4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3号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高家旺：原告陈碧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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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3号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2021)苏0813破20号 2021年6月2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
徐志明的申请裁定受理淮安麦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6月29日指定淮安市好汉破
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淮安麦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淮安麦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向淮安麦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浔河花园4幢102室；
联系人：高宝元，联系电话：13357961379)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安麦好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淮安麦好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在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开发区法庭第三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2021)苏0813破2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苏洪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6月29日裁定受
理江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1年6月29日指定淮安好汉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江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
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一个月内向江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南路
6号浔河花苑4幢102室；邮政编码：223100；联系电
话：0517-87221112 高宝元13357961379)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1年8月18日上午10时在淮安
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开发区法庭第二法庭召开。江苏
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江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江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
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江
苏荷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
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适用简化程序审理。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怀民28，女，69岁，身高157，聋哑人，双
目失明，生活无自理能力，2019年4月25我站
由丰台区看丹老年公寓接回站内照料。无
法与家属取得联系，望其亲属见报后速与

怀柔区救助管理站联系。联系电话：010-60697046。
北京市怀柔区救助管理站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刘静岩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2011255373)，特此声明作废。
张 倩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件 编 号 ：
2018118113000319，声明作废。
谢敏遗失南昌大学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04031201405001565，南昌大学学士学位证书，证
书编号：1040342014001565，现声明作废。
杨振遗失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星耀五洲
FQYG74-1-2702室的收款收据1张，收据编
号：0000540(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纪 亚 权 遗 失 铁 路 劳 务 工 务 工 证 ，证 号 ：
03018588，声明作废。
北 京 诚 信 佳 技 术 培 训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111425660)，遗失公章、法人章和财务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北京瀚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MA01XKFQ03，声明作废。
北京良方同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3183727017，声明作废。
北京理工国方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3539J8W，声明作废。
北 京 市 金 光 红 亮 铸 件 厂 ( 税 号 :
110117102955334)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副 本 ，代 码 号：
102955334，声明作废。
北京红鑫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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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6MA01TL4F13，声明作废。
北京共商众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51302297Y，声明作废。
北京博阳平利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678231531H，声明作废。
北京欢乐宇宙影视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和公章，注册号：
1101112775089，声明作废。
北京天府环朋互联网上网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1112060649645，声明作废。
北京尚承智慧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11010501350257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56745787X)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刘宏来超市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
JY11105362597771，声明作废。
北京西贝万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西苑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0314467E)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1108131391223)，特此声明作废。
中富恒赢(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0606756，声明作废。
乳山市翔海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044N220，声明作废。
北京谊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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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7080494572F，声明作废。
北京俊辉餐饮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21111122237396，声明作废。
中 旭 建 筑 设 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税 号 ：
110107625907091)不慎遗失北京市服务业、娱乐
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
211001270050，发票号码：07802602，特此声明。
北京盛祥鼎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5808284529)遗失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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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开心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注册号：
110112012207459，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恒美家具厂遗失雨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核发日
期 2 0 0 7 年 0 6 月 1 6 日 ，注 册 号 ：
430111600084337，声明作废。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辆合
格证一张，车架号：LZWADAGA2KE572655，发
动机号：UKC0630181，车辆型号：五菱宏光
PLUS，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好利嘉副食品经营部遗失重庆两
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核发日期：2019年9月5日，许可证
编号：JY15003590126875，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筑华宇餐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63650445A)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鑫鸿运(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作废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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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2MA003W289L，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谊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080494572F)作废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富勤昌盛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7284935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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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月恒永杰商贸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10106MA00FUKH7L)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盛金旺业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996938421)作
废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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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田仙峪休闲养老农宅专业合
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1101163065522384)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
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盛祥鼎润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5808284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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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泽德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8348546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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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25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式精养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1JL47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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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诚达(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1HRRG7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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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集赢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95QT2L)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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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联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3179259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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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万元
减少至100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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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天下(北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65U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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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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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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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佳银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8PAP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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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云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H48028)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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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尚承智慧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10105013502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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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越、刘志雄、马志敏、马朝青、赵鸣
晓、顾创伟，清算组负责人：曹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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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欢乐宇宙影视文化艺
术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112775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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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张淑平，清算组负责
人:曾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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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国方软件技术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3539J8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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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丁刚毅、
金乾坤、曹德青、崔秉贵、王京南、朱维华、闫
军、张璞、刘姝、罗军，清算组负责人：丁刚
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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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北京市顺义区北京顺利华新能源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于
2020年05月06号换发，有效期至2023年05月12
日。机构编码：110113733469332002，业务范围：意
外伤害保险(航空意外险除外)、机动车辆保
险，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潮白河大桥东顺木路
俸伯路口往北(前郝家疃村南500米)。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上电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00091418786E)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依法组织清算。清算组由王奉献、吴玉
悦、夷永明、赵顺利、许胜军组成，由王奉献
担任清算组负责人。
  凡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上电电
气有限公司债权人均可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
南上电电气有限公司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依法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东路
11号院
  联系人：王奉献
  联系电话：13507620882
  特此公告。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
河南上电电气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河南西瑞德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3050886727A)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
清算组由杨伟民、秦峰、俞蕾组成，由杨伟民
担任清算组负责人。
  凡河南西瑞德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债权人均可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河南西瑞德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
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
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将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东
段11号 
  联系人：杨伟民
  联系电话：13781813633
  特此公告。
河南西瑞德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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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