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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多彬：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贵明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新2828民初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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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多彬：本院受理的原告郭红梅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新2828民初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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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3414号 刘正涛：本院受理
原告谭文勇与被告刘正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王晓琳：本院受理原告叶孟林与被告王静
璐、王晓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王静璐民事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付红梅：本院受理原告程虹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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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人须知、开庭
传票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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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0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1909号 海盐县澉浦镇新
锐线条厂、莫祖观：本院受理戴桥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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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万铁柱：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广达商
贸行诉万铁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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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友宝：本院受理原告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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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便民联系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坪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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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1323民初1214号 张亚洲：本院受理
的原告李波与你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12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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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3993号 韩福芳，男，1985年11
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
双桥镇龙田村31组20号附1号，公民身份号
码：362227198511211557：本院受理原告王福起
与被告韩福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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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1、由被告韩福芳
归还原告王福起借款7580元及利息损失(损失
从起诉之日起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由被告韩福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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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10时00分，开庭
地点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
庭。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983号 黄佑远，男，1978年
4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
金 盆 乡 金 盆 村 鼠 场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20221197804051273：本院受理原告胡丛艳与
被告黄佑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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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黄佑远归还原告胡丛艳借款人民币
10000元;2、判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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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9时0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
号审判庭。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03号 柳明田(住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罗坎镇泡瓜林村民委员会丁木树村
民 小 组 5 8 号 附 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32128198706244714);熊家兴(住贵州省赫章县哲庄
乡 场 坝 村 上 下 湾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22428197206124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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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明
田、熊家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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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明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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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0元及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以4870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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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之日止)，由被告熊
家兴对其中的赔偿款2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以2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9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承担共同付款
责任，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驳回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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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柳明田、熊家兴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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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兆兰：本院受理原告夏吾多杰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青2321民初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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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黄南州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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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才：本院受理张江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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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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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西才：本院受理张江亮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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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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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董理真、胡立菊：本院受理原告张万宇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任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
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董理真：本院受理原告令狐昌巾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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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
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独任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
未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熊健军：本院受理原告兴仁市亿顺汽车租赁部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公告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任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
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张军：本院受理原告宋金春、刘远美、黄清翠、
岑金秀、黄青秀、梁昌莲、李贵秀、王仕秀、王文
龙、梁汝告、梁正纤、韦正友、梁昌毕、梁丛晏、
王治秀、王春、潘仕秀、刘远琼、彭孝敏、曾孔
栋、易立秀、王兴分、曹恩柱、王取春、熊琼、田
孟云、杨秀琼、王明春、刘寿远、田孟胜、易全
芬、毛国琴、杨正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三十三
案，本院已作出该三十三案民事判决书，因无
法联系到你方到法院领取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该三十三案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速裁组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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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727号 彭燕平、浙江览森科技
有限公司：原告文方兵、文浩与被告彭燕平、第
三人浙江览森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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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开庭审理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9时，开庭地点
为本院8号审判庭，合议庭人员：朱蓓蕾、郑一
文、李绍娟。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吴学峰、梁永良、连传纲、徐翠华、黄维凯、陈
日雄、杨宝、杨宝、张斌、徐文志、吴泉、严松
晖、徐建武、郑金剑、陈继荣、李智锐、王震、
卢清华：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学峰【(2021)闽0206民初9967号】、被
告梁永良【(2021)闽0206民初9968号】、被告连
传纲【(2021)闽0206民初9969号】、被告徐翠华

【(20 2 1 )闽02 0 6民初997 1号】、被告黄维凯
【(20 2 1 )闽02 0 6民初997 3号】、被告陈日雄
【(2021)闽0206民初9974号】、被告杨宝【(2021)
闽0206民初9975号】、被告杨宝【(2021)闽0206
民初9976号】、被告张斌【(2021)闽0206民初
9976号】、被告徐文志【(2021)闽0206民初9977
号】、被告吴泉【(2021)闽0206民初9978号】、被
告严松晖【(2021)闽0206民初9979号】、被告徐
建武【(2021)闽0206民初9980号】、被告郑金剑

【(20 2 1 )闽02 0 6民初998 1号】、被告陈继荣
【(20 2 1 )闽02 0 6民初998 3号】、被告李智锐
【(2021)闽0206民初9983号】、被告王震【(2021)
闽0206民初9984号】、被告卢清华【(2021)闽
0206民初9985号】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共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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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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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春亿源经贸有限公司、大庆伯羲石油钻采
设备有限公司、屈岩：本院受理吉林市恒泰
弘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
一案，已审查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吉0721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
为变更本院(2020)吉0721执恢933号案件的申
请执行人为吉林市恒泰弘业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
之日起十日内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吉林省前郭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柯冬冬：原告铜陵融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210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沈秀文：本院受理石浩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
初1191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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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浙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因遗
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708731、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为亨源家
具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卢启凤：本院受理原告杨华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0602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前来昭阳区人民法院4007办公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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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杜强：本院审理原告王海燕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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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新伟：本院受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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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苏0214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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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阳新县白沙镇华峰鞋材加工厂、王义清、吴烈
华、梁洁、梁海蜂：本院审理原告乐清市弗莱英
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
初2058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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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可在送达之日起十五内提交上
诉答辩状至本院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925号 上海显别贸易有限公
司：本院对原告刘正光诉被告杭州祥瑞票务服
务有限公司、张继冰、上海显别贸易有限公司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于2021年10月25日
8时5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6063号 柳洋：本院受理原
告黄玉生与被告柳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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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14时30
分在本院虹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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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兴：本院受理原告孙延朋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辽
0304民初16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孙延朋撤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计25元，由孙延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朱先亮：本院受理刘素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621民
初8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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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李晓东、于美玲：本院受理国金荣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1321民初168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青驼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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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张高毅：本院立案受理的上诉人樊猛上诉你
方、德江县龙宸装饰服务有限公司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二审新的证据举证
通知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截止至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开庭审理(节假
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木林、赵中秀：本院受理原告张梅仿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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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21日10时00分在湖
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毛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陈志刚：本院受理原告陈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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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10月21日10时30分在湖北省仙桃
市人民法院毛嘴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
吴乃菲：原告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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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乌江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徐元聪、刘中银：本院受理原告赤水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元聪、刘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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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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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黄云峰：本院受理原告王银霞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
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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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十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保安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尹河：本院受理原告柯辉韵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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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十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保安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王思寒、石春萍：本院受理原告大冶市保安镇
农科村村民委员会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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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
午十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保安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周粉祥：本院受理安徽省蒙城县前程物流有限
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622民初216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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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张华：本院受理蒙城县瑞宏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1622民初439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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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杨明云：本院受理蒙城县翔宇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622民初45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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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宋晓林：本院受理织金惠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与宋晓林、吴文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0524民初525号，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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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平顺
诉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2732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限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告章平顺交付办理
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并协助原告办理房
屋转移登记；二、限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章平顺违
约金，以674434.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计
算，从2018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
转移登记有关文书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章平
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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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2998元，由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
司承担。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应永
忠、章平顺、李林智诉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
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732民初
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限被
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向原告应永忠、章平顺、李林智交付
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并协助原告
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二、限被告贵州百淼置
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应
永忠、章平顺、李林智支付逾期交付办理商
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违约金，违
约金以432992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
计算，从2018年3月28日起至实际交付办理
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之日止；三、驳回
原告应永忠、章平顺、李林智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10437.00元，由被告贵州百淼置业有限公
司承担。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兹有三子，性别男，年龄30岁，
于2021年8月3日去世，请家属于公告
之日起30日之内与我站联系，逾期
无人认领，按照法定程序处理。

  联系电话：010-80577107
北京市通州区救助管理站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殿昌：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何希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
辽0115民初2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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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涛、喜春耕：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与刘闯、王文玉、王忠林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2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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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春耕、王忠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与王文玉、刘闯、王忠林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0115民初2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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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启良、肇启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辽0115民初2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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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刚：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周青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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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启：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刘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2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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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皖1126民初3683号 李令立：本院受理原
告陶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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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1月22日上午8时3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126民初3981号 陶军：本院受理原
告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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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1月22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126民初3761号 马飞：本院受理原
告陶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1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李发亮、韩小霞：本院受理胡建云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281民初1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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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旗：本院受理黄亚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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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池丽平：本院受理江阴益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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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邹爱国：本院受理陈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举证须知、授权委托书、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参加人诚信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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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诗海：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449号黄
传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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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容市华闻活性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
请执行人句容市应急管理局诉被执行人句
容市华闽活性炭有限公司罚款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行审18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
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杨财：本院受理洪迎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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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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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一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张良海：本院受理张玉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403民初
18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宋家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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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马延灵：本院受理李双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403民初18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
家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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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杨小琴：原告雷选惊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2民初315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及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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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中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中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黄健、夏
蓬、李海与你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云0424民初68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三原告保证金人民币430000
元;二、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三
原告保证金人民币430000的资金占用费(自2010
年4月14日起至2020年6月28日的资金占用费
176159元;自2020年6月2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资金占用费，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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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驳回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842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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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玉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马建国：原告大连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0202民初4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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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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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新：原告张作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
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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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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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越：原告穆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
4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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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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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冬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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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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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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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生：原告瑞安市开臣酒店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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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6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若不按时
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冉茂华、佘华青：原告瑞安市帝艺鞋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2021年11月10日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韩亚丽、胡丽松：原告董建程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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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15时在本院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若不按时
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赵贵叶：原告潘利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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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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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熊发香：原告向超琼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定书、开
庭审理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时限
为答辩期满后15日，定于2021年11月12日9时在
本院第8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大庆春亿源经贸有限公司、大庆伯羲石油钻
采设备有限公司、屈岩：申请执行人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与被执行人吉林
亿丰能源有限公司、大庆春亿源经贸有限公
司、大庆伯羲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孙海
淼、屈岩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本院执
行。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吉0721执恢933号执行裁
定书，主要内容为一、冻结被执行人大庆春
亿源经贸有限公司在吉林亿丰能源有限公
司享有的250万元股权。二、冻结被执行人大
庆伯羲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在吉林亿丰
能源有限公司享有的1250万元股权。三、冻
结被执行人孙海淼在大庆金石石油钻采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51万元股权。四、冻
结被执行人屈岩在大庆金石石油钻采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49万元股权。五、冻结
被执行人屈岩在大庆伯羲石油钻采设备有
限公司享有的51.51万元股权。本公告自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省前郭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周 雨 珊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320103199806301268，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
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李莉身份证丢失，证号130104198809201541，
特此声明。
任 小 亮 ，因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826196908123151。签发日期：2021年08月3
日，特此声明作废。如非本人持此身份证产
生的一切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责任与本人无
关，特此声明。
本人郭威，身份证号：120103198411243831，购
买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湾景逸名邸9-2-
101房屋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契税票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声明人郭威。
本人吴维国，遗失军人残疾证，证件号码京
军A013881，特此声明作废。 
中达连铸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冶金技术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1081312500，声明作废。
新泰金掘商务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2MA3RXQBT5Q，声
明作废。
汉衡(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6MA01RA6W2E)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明德薪传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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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册 号 ：
110105016658150，声明作废。
北京轩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2 -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8YMY2L，声明作废。
北京无限开心酸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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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110108604173884，声明作废。
北京宏顺玉丰商贸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15009954143，声明作废。
北京酷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6923476299，声明作废。
北 京 京 海 嘉 悦 食 府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801101908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北京霸得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1LEWW6B，声明作废。
北京贺本乐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FEJX9T，声明作废。
北京露茜金坛时装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110103641108031D0，声明作废。
天津瑜东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06WPN01A，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家承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351605861Y)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科灵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30675699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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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金掘商务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982MA3RXQBT5Q)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亨得利景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3039652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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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美精英(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06493610E)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泰海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62796331H)作废
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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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衡(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RA6W2E)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姜玉凤运输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10228MA00J74D1G)作废发票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省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X4DN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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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人民币6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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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尚方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3442563684)，经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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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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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海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752289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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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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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孚惠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9774941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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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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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立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9517311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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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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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垣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07661951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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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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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星库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YT520X)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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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馨蝶样舞美发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548846XW)经合伙人
决议，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人：刘毓和、王澍，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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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无限开心酸奶店(注
册号：110108604173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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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王欣，清算组成员：王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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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德薪传商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110105016658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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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清算组成员：王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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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宏顺玉丰商贸中心(注
册号：110115009954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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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雷，清算组成员：付雷、张凤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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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立公告:中联时代酒店管理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336.5045万元。根据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中联时代酒店管理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存续分立方式，分立
为“中联雅逸酒店管理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分立后的“中联雅逸酒店管理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170万元，原“中联
时代酒店管理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的债务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对债务承
继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特此公告。中联时代酒店管理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2021年8月4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市百利风尚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228010368453)吊销已满三年，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
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
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
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
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
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
情形：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
(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
形：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
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
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
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
形。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已丢失，申明作废。
本企业投资人刘爱国、贾恩磊对以上承诺的
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
资人刘爱国、贾恩磊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
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
和惩戒。联系人：贾恩磊，电话：13311552556。
公告：本企业北京中海韵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企业债
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
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
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
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
不存在以下情况：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被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存
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
情况；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
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
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
需经批准的；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
他情况。本企业投资人王中海、王力琛对以上
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
业投资人王中海、王力琛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
约束和惩戒。联系电话：1338125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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