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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建琛：本院受理原告云南贺宝投资有限公司
诉你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各一
份。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0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宋丽娜：本院受理荆建安诉你、杨金平、宋利
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晋0821民初257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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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或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肖永昌：本院受理杨艳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
118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蔡天润：原告(反诉被告)瑞安市中兴塑胶有
限公司诉(反诉原告)多彩科技有限公司、第
三人(反诉被告)蔡天润、第三人分彩科技(瑞
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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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9时在本院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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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徐文：本院受理季晓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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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祁国夫、薛彩芳、江苏乾元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江苏句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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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秦巧根：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句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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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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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建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句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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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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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丽洪：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宁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231号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溪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马姚姚：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宁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234号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溪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李蒙：本院受理李云杰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115民初7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曹国华：本院受理江阴市凯迪轻工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霞客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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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银发：本院受理何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6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新大
楼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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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徐国平、彭爱霞：本院受理徐双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徐双
喜于2021年7月1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
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鄂0984民初142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徐双喜撤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张启军：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与徐振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
辽0115民初2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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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浩：本院受理王洪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金容军：本院受理苗春荣诉你确认合同有效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葛琳：本院受理裴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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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超：本院受理西宁城北拓达保温材料经销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第四审判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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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陈伟军：本院受理西宁城北鼎嘉钢管租赁站诉
杨泽胜及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
期分别在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鼎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文成县公
安局诉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0328民初20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许秀丽：原告杨黄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1)浙0381民初888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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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7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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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本院受理西宁民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物业费、
暖气费、电费、违约金6023.20元并承担诉讼费5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二十里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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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马祥红：本院受理王天荣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青
0105民初2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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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余家珍：本院受理肖丙文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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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蚌埠市利民公共设施有限公司：郑州龙盛木
业有限公司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案，现依法
向方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假日顺延)在3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凌秀敏：本会依法受理康和百兴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申请与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佛
仲字第789号)。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变更仲裁申
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
于2021年11月9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
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2年1月7日，逾期
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
料，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
号信保广场北塔(1号楼)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吴柏宣：本会于2021年4月19日，受理申请人肇
庆中诚置业有限公司与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字35号，本案适用
普通仲裁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1年10月
29日组成仲裁庭，定于2021年11月9日上午9时30
分在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北路55号肇庆仲裁委
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2月
7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12月14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大连德联覆铜板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大连九龙建设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0]大仲字第561
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河南华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
刚、刘岩诉你与申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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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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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王洪涛：本院受理原告迟宝林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
民初23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王洪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迟宝林材料款
13190元。案件受理费130元，由王洪涛负担(迟宝
林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30元)。公告费800元，由王
洪涛负担(迟宝林已预交公告费8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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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恩：本院受理原告陈桂彩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张庄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不按
时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李宏娟：原告王树林与你、李洪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鲁1321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
日内来本院界湖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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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建良：本院受理闫丽琴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廉洁办案告知
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等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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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港法庭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邓德友：本院受理中江县永太镇福林页岩砖
厂诉你与四川兴凯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朱
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永太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乔忠翠：本院受理乔福水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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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端彪、吴元梅：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农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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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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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刘王斌、无锡市燕鑫米面制品加工厂：本院受
理原告彭加全与你们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05民初
6606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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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佳：本院受理原告张升与被告钱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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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苠元：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军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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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组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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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冠英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黎涛、潘静：本院受理原告陈双全诉你们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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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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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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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10
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冠英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重庆博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冯江、
长宁县建宏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唐均与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06民终
1389号，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
知书及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截止公告期满后第15日，并于举证期满3日后
的09：0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如遇周末或节
假日，则开庭日期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红叶林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沈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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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1502民初29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张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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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陈有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北宜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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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张继海：本院受理原告李翠华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 0 2 1 )辽14 2 2民初72 3号民事判决
书。限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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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金日川木五金商行、朱桂华、王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巨成气动工具有限公司与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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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4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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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梅：本院受理原告钱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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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志勇：本院受理柯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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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
0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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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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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卢高峰：本院受理原告李润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辽0604民初63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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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增来：我院(2020)鲁1326民初2995号所判决
的原告无锡桐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
中欧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王连启及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欧国际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现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唐燚：本院受理原告黄亮诉被告唐燚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申请撤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准许
原告撤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
初364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贵州中新房国石低碳住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郭卫东、郭勇、郭卫冬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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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江丕涛、黄石市国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谢兵诉被告黄芹芳、第三人你等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鄂0281民初6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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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汪少庆：本院受理原告郝喜玲诉你与武学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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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0118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口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张立明：本院受理原告东健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津0118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口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1号 申请人宜兴市锦研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36025、金额2万
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艾瑞克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
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2月5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8月5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本院将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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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3号 申请人台州市路桥业翔
电机厂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9977149、金额3万元、出票
人宁波敦元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致润电
器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9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3月9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本院将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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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吉0192民初1566号 浙江自贸区双盈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王洪星、单秋溪：本院受理
原告长春富晟吉运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请为：1、判令被告浙江自贸区双
盈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拖 欠 的 货 款
4942185.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700707.14
元(违约金以4942185.6元为基数，按照4942185.6
*投资回报率/365*逾期天数计算，自2020年10
月27日起至欠款全部给付之日止，截至起诉
之日暂记为700707.14元)；2、判令浙江自贸区
双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48000元。
3、判令被告王洪星、单秋溪对诉讼请求第1
项、第2项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
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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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1323民初2348号
刘金苗：本院受理的原告化明全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2348号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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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1503民初2877号
李钟源：原告吴忠和诉被告闵志浩、李钟源、
河南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信阳宋基华锐
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
作出判决，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豫1503 民初2877号民事判
决书。公告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若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710号
吴新开(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黄塘坑村禄堂
路 1 7 0 弄 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330722196107044012)：本院受理原告吕兑帮诉被
告吴新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
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及本金45万元，并支付利息407520元
(按LDR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1月02日
下午13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2号
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武泽军：本院受理原告杨永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
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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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圩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催6号 申请人冠县旭瑞轴承有
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予以公告。该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10300051 24336748，票
面金额为59200元，出票人浙江金和美工贸有
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永康市支行，收
款人浙江升谷电子有限公司，持票人冠县旭瑞
轴承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袁朝福：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广寿、黎发秀、孟艳
梅、李梦驰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221
民初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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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91号
余文波(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山丹街169号102
室，公民身份证号码：620104197506240318)：本院对
原告永康市凯迪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余文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7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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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4013号
肖凯：本院受理原告杨云龙诉被告肖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方送达诉讼文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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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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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11月8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232号
丁恒：本院受理原告戚君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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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号
李可：本院受理原告王克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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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0311民初6616号
周誉达：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泉山区海梅装饰
材料经销处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311民初66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以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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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苏0311民初6663号
尹影：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市天丝贸易发展有限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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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0311民初66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以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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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7号
曹务所、高培贞：本院受理原告吕修五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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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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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
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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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8号
王守良：本院受理原告李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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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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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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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9号
伍超：本院受理原告徐州龙宇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22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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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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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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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3号
赵国华、赵辉：本院受理原告单擎宇与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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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3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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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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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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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9号
董刚：本院受理原告朱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5589号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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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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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号
许文康：本院受理原告孙阳晨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5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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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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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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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4号
阮国寿、吴玉贞、邱振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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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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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3号
诸华强、俞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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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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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号
张贺：本院受理原告焦爱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
1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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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7号
于英俊：本院受理原告马星星与被告于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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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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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号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杨小星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0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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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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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旺通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书

北京旺通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您好！鉴于北京旺通和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不履
行召集股东会的职责，本人作为代表十分之
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定召集全体股东召
开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股东会会议。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1年8月27日下午14：00。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A
座20层B-D区)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1、选任马志跃为北
京旺通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并
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其保管公司公
章、证照和财务账簿等一切公司资料；由股
东推举公司监事候选人并决议；同时撤销李
家国、何洪、杨萍的一切公司职务。2、讨论、
决议公司的经营方针，审议、调查公司现有
项目和资产情况，并作出决议。
  联系人：黄勇、宰丝雨
  联系电话：010-88862787。
  特此通知

赵慧 
2021年8月11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周岳：本院受理原告薛香与被告周岳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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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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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其权、陈茜：本院受理原告徐洪太与被告左
其权、陈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2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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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建飞：本院受理原告唐建华与被告倪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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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
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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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本院受理原告卢志与被告王秋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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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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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兴吉：本院受理原告郇中华与被告戈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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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
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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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号
张军、唐晓停：本院受理原告朱云海与被告张
军、唐晓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
民初1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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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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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1号
尚俊兵、尚凡娟：本院受理原告石进前与尚俊
兵、尚凡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303号
高银亮：本院受理原告冯志青与被告高银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孙全芝：本院受理原告范翠诉你与河南龙凤
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胡俊华、胡晨辉、孙晓
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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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
成员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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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二日下午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浮龙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王占锋：本院审理原告佘杏梅与被告王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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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0922民初4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原告佘杏梅支付货款720000元及违约金(自
2014年1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王发成：本院受理原告潘金艳与被告王发成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2632民初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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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候清华：本院受理原告胡山山与你离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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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集法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赵连凤：本院审理原告申文才与你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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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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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平：本院受理原告潘勇与被告杨平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2632民初490号应诉材料，包
括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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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告期限届满
之日起15日至2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节假日顺延) 09：00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本案。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催3号 申请人：常熟市古里
镇白茆锦南不锈钢制品厂，住所地：常熟市
古里镇白茆芙蓉村科泾。经营者：吴从锦。申
请人常熟市古里镇白茆锦南不锈钢制品厂
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
立案后，依法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六十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
无人向本院提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
下：一、宣告常熟市古里镇白茆锦南不锈钢
制品厂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 48886351票面
金额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
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常熟市古里镇白
茆锦南不锈钢制品厂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案件申请费100元，公告费1200元，由申
请人常熟市古里镇白茆锦南不锈钢制品厂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2787号
黎单花(身份证号码：362502198005065226)：本
院受理原告李满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
期限均为30日。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6日上
午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420号
梁加保(住湖北省黄梅县孔龚镇孔东村十三
组，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9611200454)：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公司与被告梁加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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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梁加保支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保险理赔
款19032. 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
年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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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清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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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费326元，公
告费1045元，合计1371元，由被告梁加保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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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华：本院已受理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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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9日早上9：00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望你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曹玉良与被执行
人齐河幸福城地产有限公司、弘盛地产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石家庄市裕华区人
民法院将于2021年8月30日上午10时至2021年8
月31日上午10时止，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
院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齐河幸福城地产
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齐河县齐鲁大街1081号
元信·首府2号楼1-1005室、5号楼1-805室两套
房产进行委托拍卖。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
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应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7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或不
提出的，视为放弃相关权益。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高进强：本院受理原告谌叶伦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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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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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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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2938号
贵州鸿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百利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盛厦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鸿兴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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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节
假日顺延)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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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宽林、宋永生、李文儒、肖富芳：本院受理
原告天下达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与被
告任宽林【 (2021)闽0206民初7052号】、被告宋
永生【 (2021)闽0206民初7059号】、被告李文儒
【 ( 2 0 2 1 )闽02 0 6民初851 0号】、被告肖富芳
【 (2021)闽0206民初851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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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0)赣0502民初8237号 新余市马洪乡联
合煤矿(普通合伙)、何古国：本院受理原告闵林
标诉被告新余市渝水区马洪乡联合每款(普通
合伙)、何古国、何菊平、何细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闵林标在法定
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再5号 傅桂生、新余市贵峰建
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
姚粮峰与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傅桂生、原
审被告新余市贵峰建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
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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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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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0)赣0502民初8237号 新余市马洪乡联
合煤矿(普通合伙)、何古国：本院受理原告闵林
标诉被告新余市渝水区马洪乡联合每款(普通
合伙)、何古国、何菊平、何细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赣0502民初8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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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1780号 邱梅兰：本院受理
原告邹晚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1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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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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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北京通湖达际家具有限公司：原告许先华诉
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24民初363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许学明、许涛：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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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磊、薛红兰、苏武勇：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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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磊、薛红兰、陈国宝：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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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胜、江苏鑫基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三联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你们信
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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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铁军、常熟万优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分
公司、苏州三联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与
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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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献亮：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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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相平：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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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兰兰：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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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英：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中国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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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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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于2021年9月11日10时-2021年9月12
日10时止(拍卖标的，延时的除外)在本院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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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一次拍卖。
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南
外环北侧土地{证号：周口市国用(2008)第24号}使
用权及地上附属物，一拍起拍价3607060元，保
证金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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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马法官0394-8173029。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李小龙：申请执行人刘晓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豫1681执恢2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执行
人李小龙、刘洁共有的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玉虹
街绿地璀璨天城小区9号楼1单元16层1602号，不
动产权证号：豫(2019)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433330
号，面积81.31平方米的房产一套】。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牟金：原告周晓强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2021)川0311民初1203号]，现向你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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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11
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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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兵、秦翠翠、刘同明、刘航、汪杰、胡春
燕、夏永梅、王拥辉、王操兵：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现向你们送达
(2021)豫1602民初357、358、360、361、362、366、
1732、1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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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张豫东、卫辉市友谊路绿动健身俱乐部：原
告沙明阳诉你们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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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个工作日9时在汲水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张豫东、卫辉市友谊路绿动健身俱乐部：原
告张俊男诉你们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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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个工作日9时在汲水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张豫东、卫辉市友谊路绿动健身俱乐部：原
告陈玉洋诉你们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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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个工作日9时在汲水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缺席裁判。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付学涛：原告崔长红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
假日顺延)在堡子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
席审理。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马苏福：本院受理马桂芝诉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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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19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马建新：本院受理何红军与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新4202民初1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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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经远通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宁金彪与你公司之间借款合同纠
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
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定指定首席仲裁员
李文奎，仲裁员于世杰、冯瑞琳组成仲裁庭。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100号案
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到本会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1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
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胡文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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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之间抵押(反担
保)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
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
任仲裁员王秀田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1)邯仲案字第0007号案组庭、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10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
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冯香芬、闫增民：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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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仲裁案，仲裁庭
已做出裁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邯仲裁字第0497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
1204室 0310-3113605)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南小家伙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
请人罗育凯、赵鸿宇、董关定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第68、118-
119号)，并定于2021年9月13日15时开庭审理。
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
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开庭
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道歉声明

  徐斗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违反
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侵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我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现公开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今后将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做
遵纪守法好市民。

道歉人：徐斗平

道歉声明

  韩中祥、蔡晓红、蒋兆成、陈胜兵、郭会
敏、张怀林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毒杀、
销售死狗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侵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我们六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现公开
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今后将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做遵纪守法好市民。

道歉人：韩中祥、蔡晓红、蒋兆成、陈胜兵、
郭会敏、张怀林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许世荣原户口册(含许可原户口页)于2005年
10月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不慎遗失,声明作废！2005年11月1日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副政委李旭春
不慎遗失武警警官证，警官证号：武字第
9387991号。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益源客隆超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110106604976386，声明作废。
北京明顾永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10201228937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2694979507)正、
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694979507)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济仁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2WHDTX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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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纪雷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297530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
记证(税号：110108790661689)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代码号:790661689)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通洁伟业环保净水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52211836，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松鹤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3979143600)不慎遗失2019
年4月25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的清算组备案通知书,清算组成员:郑治
国、周向华,负责人:郑治国,特此声明。
福州三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编码：3501030047192)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康达堂国际医学研究院(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17XXB6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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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泽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YGY97N)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市中环博业环境工程技术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69502080C)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捷顺祥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1TY076U)作废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水瓶座国际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M8NB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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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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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教育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1FPL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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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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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勒延保(北京)汽车技术服务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B5N31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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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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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振翔百成科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12003899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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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磊、孙淑良，清算组负责人：石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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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忠田紫外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UKUH68)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闵群华，清算组成员：闵群华、刘
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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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养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TY527N)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负责人：高姗，清算组成员：高姗、高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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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筑立(北京)排烟系统设备贸易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29522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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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达·罗特(GILDAS
LEAUTE)，清算组成员：POUJOUL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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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257352L)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商世伟，清算组成员：商世伟、
杨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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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沪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8089360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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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李湫，清算组负责人：
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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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丰广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L580536774)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负责人：罗涛，清算组成员：罗正宏、罗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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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普嘉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R4T51B)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负责人：陈小婷，清算组成员：
陈小婷、辜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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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漫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9061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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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清算组成员：黄浩、黄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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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想空间房地产经纪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1C4LN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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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岩，清算组成员：刘怀野、徐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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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顾永昌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02012289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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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清算组成员：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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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济仁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2WHDTX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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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宏、狄亮，清算组负责人：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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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在永远图书销售中
心(注册号：110108012738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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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风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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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国化新材料技
术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302MA00C9LQ3F)拟向公司登记机构
申请组织形式转换,由合伙企业转换为有限
公司，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国化新材料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转换组织形式后北京
国化新材料技术中心的债权债务由北京国
化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北京国化新
材料技术中心(有限合伙)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北京国化新材料技术中心(有限
合伙)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公司转换企业组织形式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管理人
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2021)达药材站破管字第09号
  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 2 1
年5月18日以(2 0 2 1 )川17破申4号《民事裁
定书》受理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四川法之缘律师事
务所为其管理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1年8月30日下午14时开始召开,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非现场网
络会议同步召开
  会议召开时间：会议于2021年8月30日
下午14时开始(13：00开始登记报到)。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达州市通川区西外
白塔路御菁苑八号楼三楼(四川法之缘律师
事务所会议室)；
  非现场网络会议参会方式：各位申报债
权并经审核确认的债权人于开会前下载腾
讯会议APP，输入会议号(511637927)进入会
议，为确保会议当天顺利参会，请债权人收
到密码后务必提前登陆会议进行测试。
  三、会议议题、参会对象
  1、会议议题：
  ①核查债权；②对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
购供应站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
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或重整计划或和解协
议进行表决；③其他事项。
  2、出席会议的对象：
  ①截止2021年8月27日下午17时向管理
申报债权，且其债权通过管理人审查为破产
债权的全体债权人；②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
购供应站管理人出资人或股东；③四川省达
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职工代表或工会。
  四、出席会议人员应提交的手续(于申
报债权时向管理人提交原件)：
  (1)机构债权人及原股东持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印章)和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
  自然人债权人持本人身份证。
  (2)授权委托书原件。确因特殊原因不能
到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和原股东，应当以特别
授权方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代为进行
表决。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本人身份证和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并出示律师执业证。
  (3)参会微信账号确认书(参会后须按主
持人要求将名称改为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参会人员身份信息确认书；
  五、其他注意事项：
  (1)现场申报的债权通过管理人的审查
后，债权人原则上须到会议现场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2 )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和交通费用
自理。
  六、管理人联系方式：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西外白塔路御菁苑
八号楼三楼(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四川
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管理人
  邮编：635000
  联系人：宦律师18081516889；刘律师
15181845593。
  特此公告。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管理人
2021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