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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潘邦环：本院受理兴仁县宏兴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黔2322民
初2934号]，因你长期外出务工无法联系，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将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8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石长富、湖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
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大
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武汉第七分公司：本院所
审理的原告张旭明、陈先正与被告湖北金瑞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石长富、湖北世纪亚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湖北世纪亚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黄陂分公司、第三人大悟盛兴建筑劳务
公司武汉第七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湖北金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725号 高干：本院受理的
原告高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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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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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卢富强：本院受理原告黄水芬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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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桂1121民初52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黄水芬与被
告卢富强离婚；二、卢春丽由原告黄水芬直
接抚养，卢春丽的抚养费由原告黄水芬负
担。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黄水芬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五将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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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2021皖0323民初592号 蚌埠盛丰食品有限公
司：原告张平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323
民初5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1皖0323民初593号 蚌埠盛丰食品有限公
司：原告陈怀全诉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323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肖从清：本院受理原告徐行迁与你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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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0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开庭审理。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282号 丁恒：本院受理原
告丁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
初2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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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知、案件受
理费催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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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2号 王召军、王召彬、
韩栋：本院受理韩威、刘乐乐与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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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号 魏维江：本院受理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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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号 陈昆仑：本院受理
原告王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
初2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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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知、案件受
理费催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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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4号 夏辉、徐雪梅、鲍
同领：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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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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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号 张毅：本院受理原
告魏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
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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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知、案件受理
费催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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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号 周李锋：本院受理
原告李伯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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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须知、案件
受理费催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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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2号 董政：本院受理原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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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311民初4812号
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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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号 宿迁茂君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玖远道具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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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号 李求华、黄正翔：
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工业用呢厂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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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6号 李修杰：本院受理
原告杨安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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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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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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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9号 项风生、刘剑锋、黄少
云：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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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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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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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号 刘丽丽：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好又多农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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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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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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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号 姚超：本院受理原
告李亚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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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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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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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1282民初2056号 贾翠莲、海卫国：
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界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贾翠莲、海卫国、申自品、范素
梅、黄楠楠、蒋萧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送达判决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1565号 徐大宝、黄那、王
汝男：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界首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大宝、黄那、王恒新、徐运
华、黄申、王倩倩、王汝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
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马洪英：本院受理原告刘震刚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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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清叶诉你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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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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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明：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常传梅、杨之款、李
光明、孙盼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 2 1 )皖
0422民初364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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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江苏禹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红兵
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裁定书及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甘明生、姚秋霞、李强：本院受理杨小进与你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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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时30分(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北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连奎：本院受理原告孙秀连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2021)辽0304民初3367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限期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赵明珠：本院受理的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182民初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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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无锡环视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无锡义薄云天展览策划有限公司与你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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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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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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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5871号 上海智跃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亨特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7日上午
0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965号 吴事昌：本院受理原告
杨利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7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833号 吉林圣烨电力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儒普宽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6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赵大明：本院审理鞍山银海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304民初19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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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孙玉玉：本院受理原告李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11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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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六安思奇商贸有限公司、六安市旭升建材销售
有限公司、六安市东鑫铁砂有限公司、六安市
九号蓝溪温泉度假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六安市
徽鸿铁砂有限公司、六安市星星矿业有限公
司、六安市东兴矿业有限公司、马艳、杨扬、杨
传、郭旭东、马同贵：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市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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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合肥
监狱公开开庭审理(参与庭审人员需持七日内
核酸检测报告证明)，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六安市徽鸿铁砂有限公司、六安市东兴矿业有
限公司、六安市星星矿业有限公司、六安市九
号蓝溪温泉度假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六安市东
鑫铁砂有限公司、六安思奇商贸有限公司、六
安市旭升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马艳、杨传、杨
扬、马同贵、郭旭东：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市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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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合肥市合肥
监狱公开开庭审理(参与庭审人员需持七日内
核酸检测报告证明)，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亿元建设有限公司、纪亚洲、纪虎、纪强、
李迪迪、庄卫锋：本院受理陈跃刚、陈莉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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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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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学宏：本院受理原告孙业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1502民初879号民事裁定书、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店法
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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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余庆县沙坝煤矿：本院受理原告雷华友、鲍正
容诉你与张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112民初23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赖建容：本院受理原告邓必德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川1112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赖建容、杜立强：本院受理原告宋洪彬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川1112民初38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胡元林：本院受理张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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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
陈健：本院受理原告普洱市思茅区艾佳整体
家居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求为：1、判令被告陈健支付欠原告的货款共
计64200元；2、判令被告陈健支付欠原告的
货款共计64200元的利息(资金占用费)5752
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陈健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8：3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舒小龙、程宝丽：本院受理原告襄阳红牡丹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河北省残疾人创业基金会：本院受理位庆凯、
范巧玲与被告河北省残疾人创业基金会、衡水
中房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应诉须知、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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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程艳丽：本院受理陈东利诉被告程艳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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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诉
讼当事人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整(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时岩岩：本院受理王二东诉你为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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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逾期将视为
放弃答辩和举证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10月
25日上午9时在本院小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徐泽西：本院受理原告毕节市东胜经贸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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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周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与周丽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
民初2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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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周丽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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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周丽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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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俊龙、徐天洪、郑玉忠、李凤军、朱普良、周
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与白荣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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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繁：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周丽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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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卫：本院受理康海琳诉高国强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24民初3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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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田阳阳：本院受理卢永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凯凯：本院受理胡利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42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令狐荣忠：本院受理王光兰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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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华：原告胡玉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
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当事人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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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钟燕妮：原告上海粹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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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钟正高：本院受理蕉岭县郑记建材五金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2021)吉0202民特204号 本院于2021年7月14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温凤莲申请宣告温广熙公
民死亡一案。温凤莲称，温广熙，男，1951年8月17
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蓬河街
19-5-85号，身份证号220202195108172718 ，于
2017年7月11日4时许，离开其位于吉林市昌
邑区西山大煤气19-5-201室的家中后，至今
未归。下落不明人温广熙应自公告之日起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温广熙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温广熙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温广熙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张芳：本院受理赵元元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81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你们离婚;二、由张
芳返还赵元元彩礼88，888元及“三金”购买
款5，480元;三、驳回赵元元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200元，由张芳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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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方雷：本院受理阜阳市广茂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及广西矿建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瑞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2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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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江龙：本院受理原告汪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1680
号应诉通知书、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责任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通知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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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1月16日9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林英贵：本院受理丁意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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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平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易国刚：本院受理郭海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
0283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常丽杰、邹连文：本院受理宋志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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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
杨玲：本院受理罗飞与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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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0月13日9：30在本院青杠塘法庭
审判庭(绥阳县青杠塘镇政府旁)开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蒋小金：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绥阳县支行诉你、绥阳县红海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59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之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周小凯：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绥阳县支行诉你、绥阳县红海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16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梁定允、冯光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绥阳县支行诉你们、绥阳县红海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
民初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顺祥：本院受理罗仕先与晴隆县教育局、
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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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
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志晨：原告许本良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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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周口豫起装饰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审
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诉原审
被告你公司和曹起、童春杰、曹新立、刘雪晨、
曹恒、韩聪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21)豫1602民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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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王强：原告大连达瑞出国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0202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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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叶健：原告大连中山德云晟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241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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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大连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刘慧
敏与你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大
仲字第789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昆山威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
市来福顺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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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8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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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清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巫平：本院受理
昆山市周市镇凯莱士精密模具厂诉你们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583民初670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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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亿佰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曾
金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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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583民初801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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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安姆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5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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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宁波迈德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
山汉智物流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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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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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宝田：本院受理邹小刚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7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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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刊登的原告为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中，被送达人“昆山开发我卡欢秀娱乐会所

（经营都郑晓忠）”应更正为“昆山开发区卡
欢秀娱乐会所（经营都郑晓忠）”。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四川奶小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中源红
科技有限公司、梅建材、余昌建、甘代刚：本院
受理乐美包装（昆山）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副本、简转
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陕西斌宇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岳云兵、吴远
菊、陈圣平：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姚伟、周菊珍：本院受理上海闽诚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诉你们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副本、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中昕餐饮经营管理中心、湖北达宝置
业有限公司、朱宇晨、昆山瑞安能环保新能源
动力有限公司、朱伟星、昆山市艺页永福堂
药房有限公司、朱圣峰：本院受理昆山市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旺亿物资有限公司、昆山瑞安能环保新
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朱伟星、朱苏香、朱洪甫、
湖北达宝置业有限公司、朱宇晨、陈宇怡：本
院受理昆山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
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梓耀精工设备有限公司、昆山瑞安能环
保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朱伟星、朱苏香、朱
洪甫、湖北达宝置业有限公司、朱宇晨、陈宇
怡：本院受理昆山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梓耀精工设备有限公司、昆山瑞安能环
保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朱伟星、朱苏香、朱
洪甫、湖北达宝置业有限公司、朱宇晨、朱伟
利：本院受理昆山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茂盛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市吴
江区鸿景园林绿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王丙
坤：本院受理周惠娟诉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鼎力
瑞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
理好活（昆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杨
喜、吴永光：本院受理格上租赁有限公司昆
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4日作出裁定，根据杨立
华的申请，受理债务人合肥合润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安徽润天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合肥合润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1年8月10日至
2021年9月9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阳路191号政通大厦A
区6楼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许成，联
系电话：13955105103；联系人：郑云，联系电话：
13385698197)。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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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润环
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17日9时整在第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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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2021)川0703破1-1号 本院根据绵阳中建投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2月3
日裁定受理绵阳中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2021年5月6日指
定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为绵阳中建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绵阳中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21年11月1日前，向绵阳中建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四川省绵阳
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78号福星楼；邮政编码：
6 2 1 0 0 0；联系人：金勇、肖杨 ，联系电话：
18048612252、15390275012)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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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中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绵阳中建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5日9时30分在绵阳
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同时，债权人也可通过网络参加，
具体网站及参会方式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网址：http：//pccz.court.gov.cn)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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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夏金花、夏金荣、夏西利：本院受理原告马小
亮诉被告胡兰荣、夏金花、夏金荣、夏西利、武
中光、马凤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民初362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夏金花、夏金荣、夏西利于本判决生
效后立即将坐落于光明街，地号01-08-150，建
筑占地44.15㎡房屋，即原东方红街甘房字8771
号住宅房屋过户登记至武中光名下)。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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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声 明

  本人与魏星2014年共同签署声明，由魏
星继承父亲魏明超财产，承担魏明超债务。
本人未继承过魏明超遗产，不负责清偿魏明
超的债务。魏星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
身债务，自己承担，本人无代还义务，魏星债
务与本人无关。

声明人：魏霞

送达公告

杨 永 军 ( 男 ，3 8 岁 ，身 份 证 号 码
130984198302071579)：你尚未履行本机关于2021
年1月27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京通卫
医罚[2020]067号)。依据《行政强制法》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行政处罚加处罚款
(滞纳金)决定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经60日
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
款和加处罚款共计人民币壹拾叁万柒仟叁佰
贰拾贰元伍A角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
支行营业网点。如不履行上述内容，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对此有异
议，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委进行陈
述申辩。(北京市通州区云景东路79号215室，电
话：010-80858252)特此公告。

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任其来：本院受理韩章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1）苏0583民初9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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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斯瑞德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昆山市伟其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诉你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宏鼎创精密模具（昆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
山市周市杰顺辉精密模具厂诉你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洪艳丽：本院受理格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
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嘉兴嘉阖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罗
玮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84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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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桑爱民：本院受理夏锦军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82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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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于刚：本院受理李勇与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26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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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精湛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嘉善碧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丽、桂诗兵与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5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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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广州聚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李英：本院受理
常州市奇吉电气有限公司诉你们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412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昆山全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金洪成：本院受
理昆山捷运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你们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8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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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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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陆志明：本院受理杨叶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2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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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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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林兴、朱庆生：本院受理陶世华、赵芝刚与你
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21日刊登的被告为

“常洪清”的公告中，原告“曹丽”应更正为
“曾丽”。特此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张璐：本院受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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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
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卜凡珠、陈玲玲、昆山琨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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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
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金坤、昆山琨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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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徐青松：本院受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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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
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窦歆云：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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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
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蒋和根：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袁红高：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中祥：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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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行局105室）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壮壮：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
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执
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朱玉芳、胡丙春：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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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执行局105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马大银：原告张海勇诉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第三人瑞安市罗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
策、你、张海勇、张丽芹撤销工商行政登记一
案，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两
个月视为送达。答辩与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
15日。定于2021年10月11日14时30分在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8月10日10时-2021年8
月11日10时止（拍卖标的，延时的除外）在周
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
川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第二次拍卖。公告如
下：一、拍卖标的：豫PDY207号雪佛兰牌汽
车一辆，二拍起拍价35904元，保证金6000元。
二、竞买人条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三、拍卖竞价前请
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须知。四、联
系人：闫法官0394-8173029。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马续：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贡市分公司诉你追偿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
初1309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
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10月28日9时30分在第五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刘尧：原告刘家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1230号】，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10月26日9
时30分在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龙旗教育有限公司：原告太仓宏意
实业有限公司与四川中誉瑞禾实业有限公
司及你公司公司减资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
已向你们公告送达了（2021）川0311民初6号
民事判决书。在上诉期内，四川中誉瑞禾实
业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逾期依法审理。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冯金贵：本院受理申请人邓淑芬与你申请宣
告自然人失踪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川0311民特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宋伟：原告张正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78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梅塔（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告张
家口富龙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709民
初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商事审判团队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
冯军城：本院受理线海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新4202民初14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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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塔城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山东玛尔仕农化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天津鼎
华鑫商贸有限公司与你方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津仲字第633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二次开庭通
知书及申请人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逾期视
为送达。仲裁庭将于2021年9月22日10时在本
会自贸仲裁中心所在地开庭审理本案。届时
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于桂兰、魏德海：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
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邯
郸市诚信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
们之间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21号
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邯
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3113605）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
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孙 海 波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211197507240023，于2021年8月2日上午9时
丢失，声明作废，由此之后发生的社会责任
于我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孟令昌(身份证号：110106196510281815)，遗失

《残疾军人证》，特此声明。
购 房 人 ：刘 二 夯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825199001122510，订购上蔡县建业城小区
3栋2单元703号房，在上蔡县福恒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票据号码：7128134，金额10742
元，因本人保管不善，将该房屋维修基金交
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沈照华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021042908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首信仁和文化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3 - 3 ) ，注 册 号 ：
110114012350751，声明作废。
三川伟业(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16017946036)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110116317960712，声明作废。
北京久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北京市小
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
编号：SP21511003482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沃土嘉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110108016026367，声明作废。
北京润泽博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90618029H，声明作废。
五朵花(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306468933G)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永利由才烟酒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110106603587338，声明作废。
信能达电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慎丢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899878416)声明作废。
北 京 优 合 世 纪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5010688281)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670591786)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知味膳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MG5F66，声明作废。
北京盛世中青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200389184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274009345X)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31108110716873,声明作废。
北京乐家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12140694213，声明作废。
北京创业富成食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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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108604054883，声明作废。
北京市弘彗星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7740895R，声明作废。
欧德新兴(北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MA006KTGX4，声明作废。
天津市西青区诚立远小吃店遗失天津市西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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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13日，许可证
编号：JY21200110118611，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欧德新兴(北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06KTGX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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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俊帅塑料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219BK2T)作
废法定名称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普惠信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7JL287)作废法
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铂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48353077Q)作废合
同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润泽博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18029H)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文一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858634330)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世宸浮针中医研究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559856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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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联正道高尔夫管理服务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556844858R)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有、法人人名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北京大业天扬广告有限公司于
2021年5月27日在法治日报刊登的注销公
告，现更正为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大业天
扬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1601245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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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发华，清算组负责
人：彭发华。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本公司2021年6月23日在《法治日
报》刊登的吊销转注销公告中，应将“请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60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更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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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北京坤友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QLD1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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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人民币35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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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531599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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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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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幼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D86Y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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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10
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梦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QW6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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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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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港环球(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649442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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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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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宝利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DF9G8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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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人民币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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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06676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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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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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盛悦居诊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WQYBX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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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7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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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金源(北京)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KPK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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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元人
民币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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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兆业国际建设(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0FLG7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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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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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业富成食品店(注册号：
110 1 0 8 6 0 4 0 5 4 8 8 3 )经经营者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张会强，清算组负责人：张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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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源丰鸿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3976251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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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海洋，清算组成员：柳
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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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恺德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5EHXC28)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
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冯胜利，清算组
成员：冯胜利、齐伟、田强、奚健、张兵兵、陈雄
一、樊华、赵福贵、苑丙南、邱军、张天宏、张重
乐、韩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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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琨煜嘉餐饮管理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D2FB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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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媚、曹征，清算组负责人：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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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峰盛业投资管理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590676173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人：李晖，清算组成员：李晖、房建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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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欧地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10105010330717)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负
责人：钟志勇，清算组成员：刘运龙、王海丰、钟
志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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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逸海世通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6013884327)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金星，清算组成员：李悦、金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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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莎环球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52951856)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范清华，清算组成员：范清华、张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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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合世纪家具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5010688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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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岱，清算组成员：何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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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世中青影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2003891846)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
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干雪静，清算组成员：
干雪静、北京优合世纪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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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利程
开拓花木销售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5L72208049M)现拟变更为企业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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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签字：
张国贺，2021年8月3日。

清算公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
日作出(2021)苏1191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镇江安林物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并于2021年7月10日指定江苏律威律师事
务所为本案清算组。公司清算组于7月28日成
立，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
系人：於润，联系电话：15365997260，地址：镇
江市京口区梦溪路54号院内2楼

镇江安林物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8月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德强：张保彬将对你亨有的到期债权即
(2016)京0113民初127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
全部债权已经转让给了保定市华冠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为此特向你发出本通知，请你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新债权人保定市华冠
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偿。特此公告。

通知人：张保彬
2021年8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王德强：张保彬将对你本人亨有的到期债权
即(2016)京0113民初1274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
的全部债权已经转让给了保定市华冠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为此特向你发出本通知，请你自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新债权人保定市华冠
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偿。特此公告。

通知人：张保彬
2021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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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