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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浩：本院受理管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
初3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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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
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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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荣蓉：原告江苏爱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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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铜陵市中级人
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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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浩：原告王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234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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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
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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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江：原告沃利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212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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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
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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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胜：本院受理陈文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9000元整及利息；
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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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张克林：本院受理孙艳海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881？民初1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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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瑞良、朱善娟：上诉人朱炳荣就(2021)苏0205民
初143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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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田贵：本院受理原告锡山区溪桥钢材加工厂诉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吉更龙：本院受理无锡市芳友不锈钢经营部与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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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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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周磊、李记明：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
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卢菠、黄海兵：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书、
举证须知、廉洁办案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胡嵘：本院受理原告杨盼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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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吴亚光：本院受理原告张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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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张义标：本院受理陈晓碧与张义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2732民初1434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领取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义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于2021年11月18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七星关区弘宗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孙冬诉被告七星关区弘宗房屋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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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辨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何贵巧、邓书毕：本院受理原告刘彪诉被告何贵巧、
邓书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义：本院受理原告李芳仪诉被告张义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17号 杭州金之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市江干区佰仕德家居商
行诉被告杭州金之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817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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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陈枫：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山县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业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
2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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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何辉：本院受理原告营山县炜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
3645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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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1月19日9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阳平：本院受理原告营山县炜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川1322民初
3646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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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1月19日9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刘才、樊誉莲：本院受理的(2021)云 0423民初687号原
告云南通海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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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刘才、樊誉莲于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内清偿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9844元及
利息、复利；二、被告刘才、樊誉莲支付原告公告费402
元。你应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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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赵显飞：本院受理(2021)黔0502民初13013号原告
聂宗焦诉被告赵显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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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卫学林、查代康、胡玉容、董恩子、王进、郑正忍：原
告大冶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鄂0281民初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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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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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大治市人民法院
洛阳赋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俞道干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肥东法院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方炜：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方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
皖0422民初2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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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黄正双：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黄正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422民初4003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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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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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万子柱、袁怀国：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827民初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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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袁桂新、袁怀国：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827民初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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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严万红：本院受理原告祝培勇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26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马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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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克明：本院受理李兰俊诉你与刘哲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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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赵岩、卫建波：本院受理扎兰屯蒙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马德宽等人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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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丛玉梅、夏志国：本院受理丛国莹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20 2 1 )内
0783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腾冲欧以诺商贸有限公司、欧业斯：本院受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行与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云0581民初9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由腾冲欧以诺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垫付交易款384013.3
元;二、由欧业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案件受理费7060元，由两被告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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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卢飞宇：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1758号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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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丽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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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转普裁定、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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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谢小琴：本院受理王宾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29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长泾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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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晓东：本院受理林琴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1 ) 苏
0281民初3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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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凯云：本院受理徐瑞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知
书、审判团队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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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陆亚秋、符雪琴：本院受理吴永德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天兰：本院受理刘成权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2322民初3057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三个规
定”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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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审理(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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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永贵：本院受理董诗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12600元；2、由字永贵承担本案的全
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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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0日9：30在猴桥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陈本华：本院受理云南韩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韩大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340057.9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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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0日10：30在猴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柯小娥、沈才宝：本院受理曾祥虎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监督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诉请：
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纸箱货款74280.00
元，并承担此款自2020年8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2判令二被
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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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0日14：30在猴桥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自国、胡月文、张丹：本院受理腾冲市猴桥镇
鹏诚农资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241140.00元，并承担自2021年3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违约金；2、本案的
全部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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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1日9时30分在猴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沈阳帝维实业有限公司、王国维：本院受理韩
福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115民初693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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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孙宇：本院受理郑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冀
1121民初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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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詹德禹：本院受理孙宁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 1 )辽011 5民
初1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内到本院第15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国栋：本院受理蒯振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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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好和家具有限公司、孙金伟、孙黎福：本
院受理王忠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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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发：本院受理孙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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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发、方学红：本院受理王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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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光宏：本院受理周华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1 ) 黔2 3 2 4 民初
139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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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灿、黎琳：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82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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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遵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丽娜、杨洋、雷霜：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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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6日9：30在本院旺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汪涛、佛山市禅懿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千灯恒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旅联商务有限
公司：本会依法受理陈家兴申请与你新增资
本认购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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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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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
于2021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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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逾
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
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
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汪安俐：原告张心宽、苗学斌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诉请被
告偿还水泥款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
月17日起按LPR利率支付至欠款之日止)，被
告承担诉讼费用)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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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饶纲、沈荣翠：原告张庚萍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皖0504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饶纲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庚萍欠款15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21元。驳回张庚萍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张庚萍负担
45元，饶纲负担255元；公告费700元，由饶纲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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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钱宗平：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504民初1201
号民事判决书(钱宗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理赔款35767.74元、逾期保费4082元及
违约金(以35767.74元为基数，按2016年9月20日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6年9月20
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2019年8月20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理
赔款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834元，由原告负担30元，钱宗平负担
804元及公告费7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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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王腾腾：原告曹本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诉
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19700元及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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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1日受理了青岛艾斯达特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票号31300051/49949840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8月10日作出(2021)浙0282
民催2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合肥新站区云峰百货批发部因遗
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50508157、出
票日期2021年4月9日、金额30000元、出票人
宁波华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
浙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背书人浙江浙
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持票人为申请
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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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乡县双琳自行车厂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50502350、出票日期2021
年3月10日、金额20000元、出票人宁波甬北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一弋贸易有限公
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
行、背书人宁波一弋贸易有限公司等，持票人
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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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杨家一：原告葛至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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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湖5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陈丹、朱建良：原告包林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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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湖5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杨阳：原告吴荣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
民初21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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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郭楚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分公司：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市南湖支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书
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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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孙黄婷、陈伟：原告嘉兴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
4770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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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
院南湖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吴繁、乐丰庆、乐丽红：原告嘉兴鼎信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
民初4399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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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
院南湖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杨志明：原告寿引珍诉嘉兴市嘉环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第三人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
初7298号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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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长水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盖立仁：原告金汉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549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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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张治国(130624197701111411)：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河北威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
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保裁字第206号裁决书。
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本会地址：河
北省保定市东风西路1号)，逾期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李桂兰(130624195705120244)：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河北威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之间
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保裁字第213号裁决书。
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本会地址：河
北省保定市东风西路1号)，逾期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保定仲裁委员会
苏州市金华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江苏鑫方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仲裁终
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会(2020)徐仲裁字第245号裁决书。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限你公
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徐州仲裁委员会
周继香：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徐州新盛嘉和物业
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1)徐仲受字第303号】，因你地址不
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附件、举证
通知书等。自公告发布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案件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仲裁员选定
期为公告期满后5日；举证期限为第一次开庭
前；反请求的期限为第一次开庭后5日。公告期
满后第6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仲裁
庭组成后的第15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开庭。请
你于仲裁庭组成后5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
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特此公告。

徐州仲裁委员会
馆陶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庞玉新与
你们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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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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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金香梅炸鸡汉堡店：本委已经受理申
请人陈铀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21﹞第144号)，并定于2021年10月8日9时30
分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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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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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汇通康帕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
委已经受理申请人杜语慧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第159号)，并
定于2021年10月9日9时30分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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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与开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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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亦祥、马龙云：本院受理原告宋景勇诉你方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周金堂：本院受理原告刘发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甘0622民初字160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周金堂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10日内向刘发忠归还借款48200元。案件受
理费1005元，由李佰武负担。本判决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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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

提存公告

叶守钦(住址：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河东乡
河东村后巷铺16号)：来安碧桂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已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将你购买来安碧桂园·城市花园芙蓉苑017
幢1单元503室房屋的购房款人民币464621元
整扣除(2020)皖1122民初4256号《民事判决
书》明确应由叶守钦支付的款项后的余额
143043.02元提存我处。请你持本人身份证、
提存公告、原购房合同及交费收据来我处办
理提存款领取手续。如委托他人代为领取，
还应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
身份证。如你在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领
取，该款将依法上交国库。
  联系电话：0550-56113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来安县公证处
2021年8月30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本人沙元仓不慎遗失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
贰 张 商 品 质 量 保 证 金 收 据 ，号 码 为 ：
Z Y 1 9 0 5 0 2 0 0 1 6 4 7 4 5 ( 叁 万 元 整 ) 、
SK17090900035156(壹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李士掌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残疾证，证
号：京军A011244，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吴连环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1604053417)，声明作废。
范喜毛不慎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和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5MA03QG574G，声明作废。
本人王露遗失株洲市中泰财富湘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款收据6张，房号：2
四期25幢一单元单元3002号房，收据号码：金
额31000万，编号1108865，金额31000万，编号
8812206，金额10000万，编号2006909，金额9124，
编号4006176，金额32000万，编号8002890，金额
93000万，编号8814904现特此声明作废。
贵州景沛律师事务所的李伟律师，因个人原
因将贵州省司法厅2019年5月16日颁发的律
师执业证(或律师工作证)遗失，执业证号：
1 5 2 0 2 2 0 1 9 1 0 0 9 1 2 4 3 ，执业证书流水号：
1077957，声明作废。
北京希林泰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6MA04BBMA21，声明作废。
北京希林泰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6MA04BBMA21，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郝德瑞吉欧幼儿园不慎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许可证副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教民111010562001938，声明作废。
天地人车(北京)大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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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8MA01PUG59X，声明作废。
北京明阳泰顺健身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MA00G2CW81，声明作废。
北京中科建业环保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朝 阳 分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1101051331181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联众智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3355676078，声明作废。
北京市中泰康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27256307B)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宇航精达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5663144750R，声明作废。
北京声灵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2-2)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79UR22，声明作废。
原名称：北京莱恩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新名
称：北京筱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MA01L11NXX，声明作废。
北京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237656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5738215622)，声
明作废。
北京菊苑文化旅行社有限公司前门箭楼门
市部(注册号：1100001729728)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菊苑文化旅行社有限公司永安里门市
部(注册号：110105011362710)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市顺义区精工顺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0 8 1 1 0 0 0 1 0 3 0 0 0 0 1 1 7 7 5 ，核 准 号 ：
J1000161245101，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南彩
支行，声明作废。
寻天伴月(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C3LP5E)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中投国贸(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照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遗失，注册号：
110108015263749，声明作废。
伯朗森(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125693415475)不慎遗失公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村集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79528801)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荣泰创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0C9BX7E)作废法定名称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瀚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80459195W)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京鼎财(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1CUDP2F)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艺鸣京人(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9MA00C4T91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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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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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慕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3553379X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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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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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银镝汽车驾驶学
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110109400902556X)
经本单位理事会决议，拟向北京市门头沟区
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本单位清算组已经成
立，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决定同意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和平分公司注销，其债权债务均由我公司
天津市金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排接受，请
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反馈问题。联系
人：王蓓，联系人电话：13602095985。
注销公告：爱晚颐园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96888796)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中国峻臣实业有限公司、天府江厦实业
有限公司、孙志倩、王文明组成，由刘代文担
任清算组负责人，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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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大启航文化发展中
心(注册号：110108011572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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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彭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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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泰康盛建筑工程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2725630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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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栋灵、刘闪闪，清算组负责人：刘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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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
家 粮 仓 粮 油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8MA04CYU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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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家粮仓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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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法成，2021年8月30日。
企业组织形式转换公告：北京锋盈企业管理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13MA59CPD51D，拟向公司登记机构申
请组织形式转换，由有限责任公司转换为有
限合伙企业，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锋盈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转换组织形式
后，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北京锋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承
继，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北京
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供相应的
担保。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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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企业北京胜德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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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已
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叶绪滨对以上
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
业投资人叶绪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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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绪滨，电话：15901509035。
公告：本企业北京恒通置馨装饰中心(注册
号：1102222921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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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马基通对以上承诺的真实
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
马基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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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通，电话：13436944999。
吸收合并公告：根据北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10268524XF)、北京市昌平后牛坊粮
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102656027X)、北京市昌平南口粮食
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102637459M)、北京市昌平沙河粮食
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102645248F)四家公司的股东决定及
四家公司共同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北京市
昌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拟吸收合并北
京市昌平后牛坊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市昌平南口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
市昌平沙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
并前，北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7428.25万元、北京市昌平后牛坊粮食收
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623.842569万元、北
京市昌平南口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74.2732万元、北京市昌平沙河粮食收储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221.073879万元。吸收
合并完成后，北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
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为10347.439648万元；北
京市昌平后牛坊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市昌平南口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市昌平沙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注销，三
个公司全部资产归北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
限责任公司所有，其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由北
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根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原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郝宝
刚，联系电话：010-89746555，地址：北京市昌
平区马池口镇百泉庄村南608号。

北京市昌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昌平后牛坊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昌平南口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昌平沙河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仲裁委员会

山东绿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振平机床
附件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辽宁远达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
东绿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振平机床附
件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
(2021)潍仲受370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和答辩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和
15日内。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第2日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请被申请人于组庭5日内
到本会领取潍坊仲裁委员会组庭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并于2021年11月25日9时在潍
坊仲裁委员会仲裁二庭开庭审理。逾期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
决。(上述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地址：
潍坊市高新区东风街616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