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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0311民初4618号 李伟：本院受理原
告徐州雨润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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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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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号 史作朋、段夫亮、
周西菊、李才平：本院受理原告徐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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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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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号 刘继存：本院受理
原告徐州市凯旭钢结构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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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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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2号 江苏恒辉玻璃科
技有限公司、徐州汇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徐秀奇、陈晓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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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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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号 陈娟、朱守沛：本院受
理原告解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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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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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4号 胡光利：本院受理
原告王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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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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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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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6号 韩忠荣：本院受理
原告藏旗勇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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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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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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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4号 周红梅：本院受理
原告蒋明顺诉你民间借贷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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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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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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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7号 睢宁经济开发区
医院：本院受理原告中实医疗科技江苏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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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37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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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2号 董政：本院受理原
告中程信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
48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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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号 长三角徐州石油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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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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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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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6号 朱安贵：原告泉山
区光之翼照明设备营销中心与被告朱安贵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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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榕江县新丰木业有限公司、方强、陈晓唯：我
院受理龙安先诉被告方千明、榕江县新丰木
业有限公司、方强、陈晓唯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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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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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9：0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陈国荣、平顶山市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豫0402民初3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合
作联社诉你及张亚伟、申谊林、王小红、王要
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张亚伟的上诉状，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你可在上诉状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副本。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781号 遂宁隆基马中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遂宁天达隆马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四川雄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遂宁隆马东盟实业有限公司、遂宁隆
基马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遂宁天达隆马置
业有限公司保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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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
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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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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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147号 许华林(住湖北省
咸丰县活龙坪乡晓溪村八组8号台子上组，公
民身份号码：42282619741001355X)：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
司与被告许华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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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被告许华林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赔偿款662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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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判决指定的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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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许华林负担。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
市人民法院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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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朱梅霞诉李朝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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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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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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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桂0332民初166号 陶翠英：本院受理
原告石联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332民初166号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莲花法庭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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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桂0332民初389号 赵李德：本院受理
莲花镇金果园农资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广西法院阳
光司法网启用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莲花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孝生：本院已受理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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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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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银君：本院已受理田凤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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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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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本人哈晓玲不慎将律师执业资格证遗
失，证号13101202011270531，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哈晓玲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慧、张媛媛、宋战旗：上诉人河北溯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不服(2020)冀1102民初57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NGUYEN TH I  TU TR IN H (阮氏秀贞、越南
籍)：本院受理原告张二兵与被告NGUYEN
THI TU TRINH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4民初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尹村
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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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饶阳县人民法院
马新裕：本院受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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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
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赵建祥：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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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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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服从：本院受理原告梁家干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2021)皖1324民初523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5
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黄平凤：本院受理原告王鑫诉被告黄平凤离
婚纠纷一案[(2021)川0623民初3584号]，现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汪强、樊冰：本院受理原告孙海清诉两被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两被告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凡俊杰：本院受理原告赵西才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1621民初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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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云成：本院受理原告孙亚红诉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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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营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潘小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104民初781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办案作风跟踪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0月11日9时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
民法院第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传江、张明发、张有宏、田自强、余树青、徐
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2021)皖0104民初8575/8576/8577/8578/8579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5日9时
0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第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05号 戴成米、余娇荷、
余协斌：我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大荆小微专营支行与被告戴成
米、余娇荷、余协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11月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71号  杭州锐思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西藏新思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锐思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第三人四川省惠达药业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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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
在本院第一法庭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无锡星野手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德
群与被告无锡星野手套有限公司劳动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1)苏0205民初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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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卫东、吴巍：本院受理梅国君诉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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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王安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02民初4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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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再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502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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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张辉军：本院受理李嘉豪诉你及张辉涛赠与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604民初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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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晴：本院受理原告陈昌应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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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良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徐荣香、朱祥玉：本院受理原告陈明俊诉你
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你们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陈明
俊工资款718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皖1522民初2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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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吴昌、贵州顺泰园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
漳县熊秀丽零售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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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薛坪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秦慈祝：本院受理周卫国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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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薛坪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付大勇：本院受理原告郝耀武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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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鄂9004
民初6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付大
勇支付原告郝耀武货款71688元并支付利息
30755.94元。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49元，由被告付大勇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2021)皖1622执1297号 李常彬、康美华：本院受
理的申请人李治中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一
案，因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依(2021)皖1622执1297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查封了你名下蒙城县十里小区B区18#
1202室房产，并委托安徽首信房地产土地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房产进行评估，评估价
为35.17万元。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拍
卖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2021)皖1622执1080号 胡杰、贾一清：本院受理
的申请人何俊义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一案，
因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依(2020)皖1622民初3083-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
了你名下蒙城县龙盛状元府3#401室房产，并
委托安徽首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对该房产进行评估，评估价为111.78万元。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拍卖裁定。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7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通 知

  本人定于2021年9月1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2021年
9月1日上午9：00。二、会议地点：中国山东省淄
博市桓台县起凤镇中心路8号。三、会议召开及
投票方式：会议议案，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四、会议审议事项：1、免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2、任命新法定代表人。五、会议出席对象：本公
司董事或其委托代理人(须出具授权委托书)。
六、登记方法：请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或其委
托代理人于即日起至2021年9月1日会议开始
前与会议联系人联系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七、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许丕同 电话：
18653305715。请届时按时参加，特此通知。

许丕同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葛成成：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
民初4669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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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张建远、张正平：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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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张再锋、谢宝泽、张亚丽、汪青涛、广州骏骥
祥建材有限公司：原告谭明兵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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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彩妹、金胜国：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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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胡平、陶自成：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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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湖北君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湖北
运居木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枣阳市财政局
借款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
送达民事申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办
理涉企案件服务营商环境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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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琚思远：本院受理张金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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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琚湾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邻水县黎家乡高峰场村1组78号祝书
艮：本院受理(2021)川1623民初57号吴元刚与你
及重庆广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重庆荣达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于2021年10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
瞿奇：本院受理王德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诚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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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苏州双染纺织有限公司、金华亮：本院受理江
阴市海洋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苏0281民初5463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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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卢林林：本院受理钱巧根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苏0281民初
547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证据副本、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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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吴新虎：本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缪竞驰、
你与被告(反诉原告)卢永华、傅新良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81民初9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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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超：本院受理李德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
0281民初4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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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田康康：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4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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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谢文明：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2993号高峰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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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夏太乾：本院受理叶明分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
1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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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云成、吕朋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罗庆敏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20)吉0202
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执1817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牙克石市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唐杰与艾茂才、你单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0)
内0782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行政庭(5004室)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敬宏涛、天晓丽、张忠利、张海军、张忠慧、敬宏
波、孟德龙、李树军、史红霞、张得军：本院受理
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亚东信用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2021)内0721 民初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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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邓伏娥：本院受理刘少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
民初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所欠原告借款人民币
3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胡少枫：本院受理杨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
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所欠原告借款人民
币17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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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姚忠发、黄秀琼：本院受理文山华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马关分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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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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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厚英：本院受理余朝贵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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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1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於旱其：本院受理周国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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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书、举证须
知、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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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胡志刚、华霜球：本院受理华祖洪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5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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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怀进：本院受理贡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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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1民初2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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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华：本院受理秦文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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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1民初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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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涛：原告王申付诉你及张远银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683民初17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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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存公告

赵丽萍：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因收回金湾区西
湖 城 区R 7 A 地 块 补 偿 你 方 共 计 人 民 币
2624511.2元。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已于2021年6
月3日将上述款项提存于我处。请你持有效
身份证、银行卡到我处领取上述款项。若你
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未领取，上述款项将按
法律规定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市民服务中
心A1栋三楼
  电话：0756-7799088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公证处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鲁云凤：本院受理徐兴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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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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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尹春生：本院受理何云苹诉你离婚后财产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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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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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钧：本院受理徐金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苏0281民初3406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
副本、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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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长泾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青岛润嘉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市雪
绵纺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廉政
监督卡、(2021)苏0281民初7502号民事裁定书
(财产保全)、(2021)苏0281民初7502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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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华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
阴市顺凯钢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
知、廉政监督卡、(2021)苏0281民初8198号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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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何瑞瑞：本院受理刘洪波与你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1)苏0281民初8662
号民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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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14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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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帼：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2948号葛
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曹本刚、曹洋：本院受理邱文玉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青0105民初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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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蔡国平：本院受理邬会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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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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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张祥明：本院受理仉玉灿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
7 4 5 号起诉状副本(1、要求判令给付货款
3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000元；2、
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
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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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万光国：原告王科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举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你的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0月25日14：30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杨天富、蒋桂香：本院受理张国庄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83民初1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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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孙孝玉、朱晓磊：原告兴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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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闫金山：原告张晓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刘振宇：原告夏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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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营房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綦德清：原告王广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2民
初6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给付原告货款
13，200.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闽南红木家具有限公司、陈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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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原告吴艳福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
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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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半壁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张海波：原告徐文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及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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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壁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史晓军：原告兴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谢晓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期满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壁
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许星星：原告欧明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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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许星星：原告王同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0322民初
1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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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汪振海、尚月：原告刘庆威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
0322民初7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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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
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刘明杰：原告刘庆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0322民初
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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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5日刊登的应玉林诉
杨松、谭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送达人谭
燕应为杨松，特此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亳州裁【2021】127号 涡阳县宏基置业有限
公司：亳州仲裁委在2021年3月15日受理了
申请人徐州中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涡阳县宏基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本委多次前往被申请人处因被申请人下
落不明皆无法送达。现向被申请人公告送仲
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满定于10月21日9点开庭。联系电话：5115897

亳州仲裁委员会
亳仲裁[2021]390号 沧州九九福酒业有限公
司：亳州仲裁委在2021年5月24日受理了申请人
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与沧州九九福酒业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委前往被申请人处
因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皆无法送达。现向被申
请人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举证通知、仲裁员选
定书、仲裁规则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之后于2021年10月18日15时整为开庭
时间。联系电话：0558-5115897

亳州仲裁委员会
大连奥纳特运动衣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大
连星海融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大仲字第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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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中实投资有限公司、京融资产管理(大连)
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刘兰香与你方(被
申请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四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20]大仲
字第238、455、464号裁决书及[2020]大仲字第
239号终止仲裁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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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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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李斯于2021年7月2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
证号：440803199608081124现声明作废。
张姝遗失警官证，证号：031536，有效期：2017
年4月27日至2022年4月27日，声明作废。
刘 晶 ，因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602198810300524。签发日期：2018年07月03
日，特此声明作废。
高静遗失取保保证金收款收据，身份证号：
370302198504191744，收取保证金通知书文
号：张(公)学收保字【2020】629号，保证金(金
额：5000元)，特此声明。
田培佟于2021年7月16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610303199903140435，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李 泉 林 ，因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683199411131215。签发日期：2011年10月02
日，特此声明作废。
管朝平于2021年7月17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身份证号：510322197705290690)自见报
之日起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特此声明。
本人曹佳遗失联通物产租赁有限公司开具
的融资保证金收据，金额壹万捌仟肆佰伍拾
元整，声明作废，保证金赔付之后如果出现，
不再作为退款证明。
北京延中碧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2005076587，声明作废。
北京百善金金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MA00ATD54H，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14151299678，声明作废。
北京海曼欧特科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遗 失 ，注 册 号 ：
1101062388401，声明作废。
北京逸海世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6013884327，声明作废。
北京辉腾兴耀台球厅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110111604127817，声明作废。
北京万发丰顺粮油经营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106601078965，声明作废。
北 京 太 平 花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01006435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660546500)正、
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麦欧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5010330717，声明作废。
北京市通州物总供销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遗失，注册号：1102231669340，声明作废。
北京市科通粉末冶金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遗
失，注册号：1102231661822，声明作废。
北京多元智慧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注册号：1102292128480，声明作废。
北京湘当过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06487835X)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乐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1201140095360)、财务专用章(1201140095361)、
发票专用章(1201140095362)、法人章(高乐)各一
枚，声明作废。
东山经济信息中心不慎遗失由中国人民银
行东山县支行2013年01月09日核发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13670101040002714，核准号：
Z3996000058801，声明作废。
好面熟餐馆遗失长沙市望城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核
发日期：2018年10月26日，许可证编号：湘小
餐饮012200104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知行致远
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118MJ03895377)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顺通会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Q15N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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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力融盛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KMFH10)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吉乐利美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97558713Q)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金玉缘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7660816T)作
废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胜友如云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KCK82M)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雯铭剑伟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KCK82M)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兴源顺通五金商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10113L82051727Q)作废公章，财务
章，法人：王增杰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视广聚(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9MA008ME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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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文世纪广告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737652126B)作废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恒睿达(北京)经济研究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514768B)作废发
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本公司2021年5月19日在《法治日
报》刊登的吊销转注销公告中，应去掉清算
组信息(个人独资企业)，公告更正为：北京
金钥匙信息咨询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1082630483)经本企业投资人决定，拟向企
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北京亿思启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01510039)于2021年5月12日
《法治日报》所做吊销转注销公告有误，其中
清算负责人由陈春丽更正为张军，清算组成
员及其他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幸福思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WU6F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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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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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97678489X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立早知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546877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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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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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长盛(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7B9A4X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新家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5GEN5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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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
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京驰越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RPNR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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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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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咚吧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E715XX)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杨素英，清算组负责人：杨
素英，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乐宏垂钓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3M96XK)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刘宏权，清算组负责人：刘
宏权，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毅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U8AR8P)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王毅，清算组负责人：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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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规定，福建省壹莲瑜伽文化传播
中心将拟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请各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1周内，向我单位清算小组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联系人：胡老师，联系电
话：18046001835，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嘉键大
厦14层清算组，2021年7月23日。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多元智慧网络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注册号：1102292128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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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林洪，清算组负责人：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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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冠辉恒盛国际科贸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2R3RE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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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廷英、彭录，清算组负责人：宁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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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合众拓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6014336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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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峰、余蕾，清算组负责人：
田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美拉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894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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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明，清算组负责
人：孔令明，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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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冠辉恒泰国际科贸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521NC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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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廷英、彭录，清算组负责人：宁廷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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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中碧纯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02005076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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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延中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新惟达科技中心、上海奔实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王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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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曼欧特科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62388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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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静、樊颖、张京京、曲桂珍、龙中
芳、马建良、党力平，清算组负责人：王琳静，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两江文化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01018125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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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平、李萍、程京京、武治
义，清算组负责人：张治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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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七
间 房 宏 涛 汽 车 配 件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14604378407)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为北京薇宠缘宠物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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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磊，2021年7月28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物
多 海 商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MA00ENUY50)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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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勤敏，2021年7月28日。

声明

  上海万豪电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原公
章、财务专用章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现遗失
重新刻制备案。特此声明。

公告

  蒋 玲 玲 与 王 秀 銮 ( 身 份 证 ：
370403195706030728)、葛绍勇(代)，于2017年3
月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下落不明无
法找到你们，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买方
联系，逾期将按卖方根本违约处理。

关于领取提存款项的公告

张淼：
  因你与成都宜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根据业已生效的(2020)川0104民初453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确定的内容，我司需向
你退还剩余购房款人民币152475.53元(大写：
壹拾伍万贰仟肆佰柒拾伍元伍角叁分，此金
额为我司应退还剩余购房款扣除案件受理
费、公告开庭费用、公告送达判决书费用后
所得金额)。因通过你所留的联系电话、联系
地址均不能和你取得联系，相应款项你未领
取，故我司已向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308号冠城广场1栋1楼1号；联系电话：028-
86255556或18380140373)办理完毕款项提存
手续。请你尽快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前往该
公证处办理款项提取手续。否则，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四条的规
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
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
用后归国家所有”。

成都宜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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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