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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姚贺生、杨红宇、朱华庆、喜闯、路平：本院受
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路冬
生、路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 2 1 )辽
0115民初2632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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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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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0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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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2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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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3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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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3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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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华庆：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刘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3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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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重庆万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青海青
龙水泥制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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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告知书、(2021)青0105民初
1839号民事裁定书、(2021)青0105民初1839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及开房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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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廿里铺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徐文新：原告赵国良诉你借用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
初60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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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翔：本院受理夏海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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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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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博：本院受理尕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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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二
十里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红娟、绳欣宇：本院受理沙晶岩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吉0202民初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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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付玉忠：原告兴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郭小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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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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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兴隆县人民法院半壁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
徐国清、徐国斌：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24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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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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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
辩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徐国清、徐国斌：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2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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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
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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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
满后次日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徐国清、马菲菲：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222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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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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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次
日9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徐国清、徐国斌：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217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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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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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
后次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魏振东：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228号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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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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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
次日10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张志奇：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2021)冀0824民初2100号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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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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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
次日10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刘丽红：原告赖国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
于2021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南田法庭第1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杨富德：原告文成县黄坦镇农产品产销专业合
作社资金互助会诉被告赵冬亮、蒋林芬、你、魏
茂鸿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0日9时在本院
第5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NGO THI KIM YEN：原告朱建锋诉你离婚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10日9时在本院第7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审判。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虞位泽：原告林花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
于2021年12月9日9时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金兆龙：原告浙江兴信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诉金国华、你追偿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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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8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文涛：原告廖佳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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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4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杨明维、长丰县志强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原告
陈圣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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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1月4日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卓作鹏：原告瑞安市蒂芬尼卫浴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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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4日14时
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080号 湖南省西城建设
有限公司、廖国华：本院已受理原告新余市
莱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南省西城
建设有限公司、廖国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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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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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山东平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你(公司)与申
请人攀枝花江河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本会确定
的开庭时间由2021年8月10日变更为2021年
10月11日10时在本会仲裁庭(攀枝花市花城
新区新政务中心B612室)不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联
系电话：0812-3910937，0812-3334918。

攀枝花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张从贤诉你种养殖回收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胡思文：本院受理的原告新疆志恒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和硕县恒大分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新2828民初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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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胡思文：本院受理的原告聂国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新2828民初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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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皖0323刑再2号 固镇县人民检察院申
请没收贪污犯罪嫌疑人闻友高(已死亡)的违
法所得一案，本院决定再审，现依法予以公
告。申请没收的违法所得如下：闻友高于
2016年12月15日向固镇县纪委退缴的人民币
7万元，于2017年5月11日向固镇县人民检察
院退缴的人民币6.5万元。犯罪嫌疑人闻友高的
近亲属和上述财产的利害关系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本院(联系电话0552-6075310)
申报权利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可以申请参加
诉讼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黄兆兰：本院受理原告加华多杰、多杰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完玛尖措诉你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同仁利强建材租赁站诉你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青2321民初270号、267号、268号民事判决书、390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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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杨拥军：本院受理原告刘英娟与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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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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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彭伟波：本院受理原告王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322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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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仕奎：本院受理原告张道利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0322民初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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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丽娟：本院受理原告高士雪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322民初8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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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年友：本院受理原告真原洋品(天津)有限
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静海镇法庭(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元朋：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大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静海镇法庭
(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李德平、赵炳坤、平顶山市黄金冶炼厂、平顶山
市鑫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献超诉你们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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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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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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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1529号
赵玉强，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高 山 坡 居 委 会 宿 舍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419710802271X：本院受理原告夏汉华与被
告赵玉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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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由被告赵玉强支付原告夏汉华
工程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2021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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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付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公
告费996元，合计3896元，由被告赵玉强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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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323民初4316号 刘登品：本院受理的原
告周叶方、胡义周、胡周义、胡晓苏与被告刘登
品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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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09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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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娟：本院受理原告宿迁市绿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浩、刘娟商品房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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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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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号 张晓：本院受理原告
孙灵芝与被告张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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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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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毕子祥、王野、苗艳、王婷、王娅：本院受理原告
张立钱与被告毕子祥、王野、苗艳、王婷、王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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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323民初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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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亚东：本院受理原告田凯与被告胡亚东债
务转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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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号 苏州市伟博数码材料喷
绘材料有限公司、张柯铭：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浙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市伟博数
码材料喷绘材料有限公司、张柯铭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1323民初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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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号 王正：本院受理原
告王星铭与被告王正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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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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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号 姜会芹：本院受理原告
付盾与被告姜会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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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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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号 薛峰：本院受理的
关于原告李前树与被告薛峰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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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0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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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9号 曹闯：本院受理原
告周业青与曹闯、王芳、伏雷民间借贷、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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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323民初3923号 洪东：本院受理原
告刘立勇与洪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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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梁伟兵：本院受理的原告亚库甫江·肉孜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新2828民初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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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巴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罗祖鑫、杨斌、陶荣武、姚崇林、张义雄、谭
啸、梁苗继、张小兰、罗启清、何锋、罗禹、何
玉华、张文键、唐宇、段光文：本院受理原告
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罗祖鑫【(2021)
闽0206民初9337号】、被告杨斌【(2021)闽0206
民初9338号】、被告陶荣武【(2021)闽0206民初
9339号】、被告姚崇林【(2021)闽0206民初9340
号】、被告张义雄【(2021)闽0206民初9341号】、
被告谭啸【(2021)闽0206民初9342号】、被告梁
苗继【(2021)闽0206民初9342号】、被告张小兰

【(20 2 1 )闽02 0 6民初934 3号】、被告罗启清
【(2021)闽0206民初9344号】、被告何锋【(2021)
闽0206民初9345号】、被告罗禹【(2021)闽0206
民初9346号】、被告何玉华【(2021)闽0206民初
9348号】、被告张文键【(2021)闽0206民初9349
号】、被告唐宇【(2021)闽0206民初9350号】、被
告段光文【(2021)闽0206民初9350号】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共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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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井银辉：原告邢春光诉王立冬与你确认合同效
力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吉0881民初1782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
告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葛优：原告吉林省北方吉星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彭兴亮：原告郭晓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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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王立灼：本院受理原告王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
3日9时在本院牤牛营子法庭210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张义波：本院受理原告杨秀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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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何巨、沈浩：本院受理原告王宏与被告何巨、沈
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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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何巨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宏偿还借
款本金86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864000元为
基数，自2016年4月5日起按照月息2%的标准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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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鹤恺、周建兰、马鞍山市葡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苏建钢、杨鹤红(外文名YANG HEHONG)：
本院受理原告马鞍山国元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方典当纠纷(2021)皖0191民初1601号一案，
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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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
即视为送达。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贵院依法
判令五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典当借款本金150
万元及截止2020年11月30日的典当综合费
113.52万元，共计263.52万元;2、判令五被告以
1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
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上述欠款全部清偿之
日止的典当综合费用、罚息;3、判令五被告
支付原告律师费用1.5万元;4、判令原告对被
告一、被告二所有的抵押给原告的位于马鞍
山市花山区国际华城三村6-103、6-203号房产，
享有拍卖、变卖该房产价款优先受偿上述债务
的权利;5、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
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独任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苏建钢、杨鹤红(外文名YANG HEHONG)、马鞍山
超达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新徽商投资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马鞍山国元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方典当纠纷(2021)皖0191民初1600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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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请求判令：1、
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典
当借款本金330万元及截止2020年11月30日的典
当综合费、利息220.9067万元，共计550.9067万元;2、
判令四被告以3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2%的标准
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上述欠款全
部清偿之日止的典当综合费、利息、罚息;3、判
令四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用3.3万元;4、判令原
告对被告一、被告二所有的抵押给原告的位于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山西五村9栋底商-1号房产
和位于马鞍山市花山区国际华城商业街11-2
号房产，享有拍卖、变卖该房产价款优先受偿
上述债务的权利;5、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
部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将
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独任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旭明变压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
申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
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财产保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22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四川西南新科电力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民
格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财产保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1日15时30分在本院柳市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加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波与被告李加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56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蒋保华：本院受理丁燕萍诉乳源瑶族自治县尚
杰钾长石矿有限公司、林泽全、蒋保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205民初32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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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永东：本院受理瞿春峰诉你、任秋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
民初55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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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郦国、朱秀梅：本院受理李峰、胡娟萍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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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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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莅(身份证号210302196409091821)：本院受理王
英福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28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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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张庆康、陈凤：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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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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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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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李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梅赛德斯-奔驰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鄂1202民初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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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王安军：本院受理冯兴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0422民初2494号民事判决书及交费
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正阳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王安宇：本院受理李士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422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书与缴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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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柴卫修：本院受理王兆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422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与缴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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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赵勇：本院受理原告韩云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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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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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琳、武宝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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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0104民初4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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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丰：本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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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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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赵晓东、安平县鑫厚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河北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周增礼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应诉须
知、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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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彦国、王爱华、王永丰：本院受理可书平诉你
们及第三人河北玛世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冀1125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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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刘备备：本院受理崔凯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下午2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北京中金鑫桥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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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5085523686A，声明作废。

以梦为马(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

JY11105262451189，声明作废。

北京华林茂森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0AE5L3W，声明作废。

北京恒达远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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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85694778823，声明作废。

北京京路汇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501178248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686909672)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686909672)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京路汇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法人人名章，注

册号：110105011782487，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三住宅建筑工程公司模板租赁分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注

册号：1101061302152，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三住宅建筑工程公司装饰分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

1101081450979，声明作废。

北京市云岗北区盛客隆商场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110106600021252，声明作废。

北京市大兴科特石英玻璃厂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102861792L，声明作废。

北 京 旺 君 阁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601184055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6687610963)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玉泉营刘氏建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10106L1133519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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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北京联众智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1101150188937，声明作废。

芝罘区殷兴勇百货商行遗失烟台市芝罘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核发日期：2019年01月18日，许可证编号：

JY13706020099662，声明作废。

福州开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章(编码：3501020123175)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宋氏嘉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0663433X4)作

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福成兴隆小吃店好前程饺

子 馆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64212740P)作废财务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兵宏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PDYN40)作

废法定名称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吉龙奉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9NEF02)

作废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创远时代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2WY01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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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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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ERC46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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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万元减少至3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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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和恒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705738752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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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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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谊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080494572F)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杜双，清算组负责人：杜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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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天证财富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 合 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17957046J)经合伙人决议，拟向企

业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475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2.0416万元人民

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减资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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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元通(北京)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646402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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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3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群柏创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91885958T)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负责人：丁赭，清算组成员：丁赭，

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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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科特石英玻璃厂(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102861792L)经股

东和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孟良思，

清算组成员：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镇工业总

公司，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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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鹰隼宜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PN8P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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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周涛，清算组负责人：周

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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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源鑫典(北京)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6952277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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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孟文斌，清算组负责人：孟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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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薯有趣餐饮管理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3MA01E7FB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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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恒、张晓华、翟建宏，清算组负责人：

龚恒，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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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夏驰宇砭石技术研

究院(注册号：110103011438195)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投资人：李双钺，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蓝柏湾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10108013586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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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清算组负责人：王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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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煌威(北京)贸易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6963159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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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凤，清算组负责人：孙金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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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木簇林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9854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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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辉、李立，

清算组负责人：王梓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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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玉泉营刘氏建材经营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6L11335191P)经

经营者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刘增厚，清算组负责

人：刘增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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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子(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ECAH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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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灵琪、高畅、李沐晨，清算组负责人：

黄灵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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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路汇通交通设施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1782487)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清算组负责人：冯庆德，清算组成员：冯

庆德，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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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金鑫桥投资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8552368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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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菲、申晓敏、张琪、杜欢、谢汝修，清算组负责

人：熊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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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朝 阳 日 日 红 图 文 设 计 服 务 部 ，注 册 号 ：

110105600172729，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

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

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

签名： 许孝武，2021年8月2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市

朝阳区十八里店乡魏志英百货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10105MA01HQ1F0L，现拟变更为

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

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瑛东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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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英，2021年8月2日。

招 聘

  北京马到成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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