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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0311民初6407号
张振家：本院受理原告杨硕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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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号
吴文洲：本院受理原告杨华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1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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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5号
董继云：本院受理原告李苏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3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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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号
郝玉莲：本院受理原告翟广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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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965号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王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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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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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925号
绿谷能源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上海万协机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翟军、马劲：本院受理原告
张勇与被告绿谷能源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上
海万协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翟军、高桂
芬、马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
92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十四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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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261号 朱秀玲：本院受理
原告周翔宇与被告朱秀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2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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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号 石金河：本院受理
原告王红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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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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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号 本院于2021年5月
31日刊登在1-4版的被告石金河的公告中，
其中“(2021)苏0311民初1932号”，应更正为

“(2021)苏0311民初1923号”，特此更正。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027号 杨震宇：本院受理
原告遂宁市北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
震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杨震
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遂宁市北兴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10 581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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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由被告
杨震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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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虎：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市博达羊绒制品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和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乐余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廖太生、夏忠敏：本院已受理冯昌友诉你们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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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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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2682号 吴安华(住重庆市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妙泉镇刘家寨村桐林组20
号，公民身份号码：513522198007173452)：本院
受理原告沈建新与被告吴安华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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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吴安华归还原告沈建新借款20000元
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4月2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被告未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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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元，公告费1210元，由
被告吴安华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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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发新、其木格：本院受理的原告谢海林诉被
告陶发新、其木格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兰县
人民法院(2021)青2821民初1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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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马海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韩再乃拜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及合议庭人员组成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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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杨永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学文诉被告蒋江、
杨永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21)
青2821民初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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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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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孙志义：本院受理的原告方婵、乌莹格、旗青、
马生秀诉被告孙志义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20)青2821民
初4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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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孙志义：本院受理的原告范增泮、赵淑兰等与
被告孙志义、张志善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青
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20)青2821民初454号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三份。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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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72号 佘德隆、仝刚：本院
受理原告周政治诉被告佘德隆、仝刚、天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原告申请增加诉讼
请求，故现依法公告送达原告的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原定开庭时间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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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黄邵帅：本院受理原告潘秋园诉被告黄邵帅、
黄凤菊、黄邵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鲁17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浮龙
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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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65号 刘金良：本院受理
原告谢煜泽诉被告刘金良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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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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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刘官金：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友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鄂
1381民初149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结果为：
一、被告刘官金返还原告张家友借款80000
元，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
回原告张家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
费1800元，由刘官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提存公告

【华人金融】平台余额资金未提现出借人：
  深圳前海华人互联网金融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已自愿退出网贷行业，并声明对出
借人进行了100%本息兑付，但仍有部分出
借人账户存在兑付资金未提现。
  上述出借人账户未提现资金已提存至
本处，请出借人及时到本处领取提存款项。
  因未及时提现出借人数量多，详细名
单 请 关 注 我 处 官 方 网 站 ( h t t p ：/ /
www.psgzc.com/)查询。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公证处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朱楠：本院受理郭晓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青
0105民初2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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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水兵：本院受理谷占国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青0105民初2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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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永红：本院受理夏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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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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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禄口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周瑞平：本院受理游路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
0704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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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2021)桂0331破申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荔浦穿
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8月27日
决定对荔浦穿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启动预重
整，并于同日指定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担任荔
浦穿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临时管理人。荔浦
穿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1年10
月12日前，向荔浦穿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临时
管理人(通讯地址：广西荔浦市荔城镇滨江南
路二楼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546600，联系人：莫秋菊，联系电话：18934813553)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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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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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人民法院
尹春红：本院受理王长波诉你及于海永、朱
宏林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反馈
意见表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一楼第四公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赵林(又名赵启山)：本院受理原告杜丛文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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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蓝村法庭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陈秋菊：本院受理陈志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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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宋家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王延军：本院受理王芳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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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宋家人民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张双龙：本院受理张道余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
3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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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谢惠刚：本院受理左希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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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超、童树珍：本院受理陈玲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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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基祥、王兴华：本院受理南京市秦淮区苏继
显石材厂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2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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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朱冰玉：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句容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38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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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佛山市银桦木业有限公司、杨月卿：本院受理
钦州市泰盛木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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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8：3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罗英：本院受理王德佐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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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固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晓东：本院受理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286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物业管理费6695.69元;二、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
原告负担13元，被告负担37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心蕾：本院受理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276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支付原告物业管理费6473.04元;二、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
告负担13元，被告负担37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华：本院受理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支付原告物业管理费5712.91元;二、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
担13元，被告负担37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李吉瑜：本院受理腾冲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支付原告物业管理费8959.56元;二、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
负担25元，被告负担7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莫尚海：本院受理(2021)川0921民初2395号杨清
平、杨清太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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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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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2021年12月13日
14：30在本院蓬南人民法庭公开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边鲁东：本院受理(2021)川0921民初1011号刘伟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边鲁东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6，400元(内容详见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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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刘培根、龙琼华、刘炽：本院受理(202 1 )川
0921民初2309号邓春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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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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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于2021年12月13日9时在本院蓬南法庭公开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吴邦全：本院受理(2021)川0921民初1997号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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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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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2021年12月13
日10：30在本院蓬南法庭公开审理。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张云雷：本院受理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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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津0103民初5777号民事
裁定书之一、（2019）津0103民初577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侯美娜：本院受理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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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津0103民初5781号民事
裁定书之一、（2019）津0103民初578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王楠：本院受理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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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津0103民初5780号民事裁
定书之一、（2019）津0103民初578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关于查找被害人（债权人）的公告

  债务人：樊东，经广东省惠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以（2015）粤高
法刑一终字第1 4 6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书，判处被告人樊东一次性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朱伟兰、陈佳怡、陈羽彤、陈家
辉人民币40069.11元。
  上述债务人主动申请履行全部（部分）民
事赔偿，因无法查找债权人（下落不明），现通
过报刊公告的方式通知债权人，公告期三个
月，公告期满无人与以下联系人主动联系，则
视为债权人下落不明或拒绝受领。
　 联系人及电话：王警官 （0839）3956150

四川省广元监狱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安徽省里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刘庆辉：本院
受理舒世允诉你们及第三人亳州市名城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2021)皖
1202民初11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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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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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艳玲、刘海洋：本院受理原告刘同新诉你法
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开庭传票。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应诉。逾
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付正番、殷仁非：本院受理原告兰小英与被告
付正番、殷仁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0311民
初7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付正番、殷
仁非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兰小英
借款本金166000元。案件受理费3620元，诉讼保
全费1370元，合计4990元，由被告付正番、殷仁非
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付正番、殷仁非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瓦市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尹海芬：本院受理原告郭元彬与被告尹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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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311民初90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尹海芬于本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郭元彬借
款本金207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
计算方式为：以207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
10日起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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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680元，由被告尹海芬负担
(原告已预缴，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瓦市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
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卢卷能：本院受理原告曾义与被告卢卷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川0311民初92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告卢卷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日内，偿还原告曾义借款本金80000元，并从
2021年5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
由被告卢卷能负担(原告已预缴，由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瓦市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徐相磊、王丽君：本院受理(2021)鲁1326民初5065
号孟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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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
11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刘伦辉：本院受理原告张承玉与被告刘伦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339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孙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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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戴军军：本院受理朱天军、杨开华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1221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戴军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朱天军、杨开华劳务费25000元。案件受
理费收取426元，由被告戴军军负担。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韩付华：本院受理韦守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21民初42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韩付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韦守锋23787元
货款。案件受理费收取444元，由被告韩付华负
担。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梅平：原告秦建明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受理，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朗润国际广场
(中铁财富广场)南区清尾建设工程总承包合作
协议》；2、判令或调解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监管
资金1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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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1年12月7日上
午9时在营山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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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1786号 杨小兵：本院审理原告
王志恒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7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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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传：本院受理谢建军与李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0502民初5689号，该案已审
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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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吉林市纳路商贸有限公司、王戈弋：本院受理
的，原告李欣瑞与被告吉林市纳路商贸有限
公司、第三人王戈弋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1)吉02民初58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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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9日08时40分在本院325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袁志成、雷华、区绮文、梁永功、范勇：本院受理
(2021)黔0502民初723号原告和昌未来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诉被告贵州珈程超导能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柳州珈程超导能源有限公司、袁志
成、雷华、区绮文、梁永功、阳建生、范贤辉、范
勇、黄文英、朱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已于
2021年8月23日申请撤回对被告柳州珈程超导
能源有限公司、袁志成、雷华、区绮文、梁永功、
阳建生、范贤辉、范勇、黄文英、朱冲的起诉，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五条之规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柳州珈程超
导能源有限公司、袁志成、雷华、区绮文、梁永
功、阳建生、范贤辉、范勇、黄文英、朱冲的起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
72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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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华、无锡博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肥东县奥驰丽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122民初44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讼状，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魏以秀、郝文铁诉被告寿县昂鑫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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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德龙：本院立案执行的你与中景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未按执行通知
书的要求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于2021年7月15日委托安徽金阳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你和祝绍晖名下的位于安徽省寿县
寿春镇景润中央城7号楼602室预购的房产
一处进行了价格评估，评估价为72.521万元，
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及本院(2021)皖
0422执1115号之二拍卖裁定书，如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吴元猫：本院受理原告贵州博航佳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聂建双：本院已受理原告三都县三洞乡湘黔家
家乐超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上述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
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白胜文、白明端：本院受理原告三都富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肖峰：本院受理原告杨娘诉被告你、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花溪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王金松诉被告
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
花溪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两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潘石快、张晓倩：本院受理原告三都县供销社
社员股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你、韦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万兰群：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石家庄一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衡水裕鼎物资有
限公司、原审被告河北中昌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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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11民终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李多余：本院受理李多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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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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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1年12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小
甸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戚士早：本院受理戚良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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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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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小甸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周世国、罗二友：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昭通中心支公司诉你二人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
32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
知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09：0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刘桂英、李颖：本院受理刘献宁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吉088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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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远群：上诉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就(2020)苏0205民初2668号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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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加、徐学平：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金安区支行诉被告张承加、徐学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皖1502民初466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起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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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伊科达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潘月明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
0205民初2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向潘月明支付货款20800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5500元。你应于自公
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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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家旭、华洪韧、冯恩来、冯承继、杜俊蓉：本
院受理无锡森之浩车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205民初5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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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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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超：本院受理郑忠权诉你方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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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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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雷：本院受理原告侯宏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2021)辽0304民初2420号一案，你作为被
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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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兆云：本院受理原告吴宾诉你与闫秀凤、王
兴影、王兴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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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三
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口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齐怀德：本院受理原告牛成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津0118民初5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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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喜操：本院受理的原告田晓妮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4日08时30分在
本院资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襄阳市高新区融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加万勇、张根友诉你单位及湖北荆山锦
茶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堡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陈学贵：本院受理姜新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堡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耿英才：本院受理王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皖
1621民初2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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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李荣波：本院受理涡阳县丰乐太阳能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621民初2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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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马雄武、谢红梅：本院受理原告湖北仙桃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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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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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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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扬：本院受理了广州颐和酒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鞍山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304民初3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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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徐州荣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和平：本院已
受理原告寿县永固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徐州荣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昱诚建
设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李和平买卖合同纠
纷(2021)皖0422民初3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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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席建龙：本院审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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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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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召俊：本院审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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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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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静：本院受理杨六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安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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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财：本院受理原告吴全文诉你合伙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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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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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上海亚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宏禄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生树诉你们与刘
嘉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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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赣0502民初1564号 钟显军：本院受理原
告鞠江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1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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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制片管理)专业
2010年毕业生姚单，学位证号：1003342010005191,
遗失本科学位证，声明作废。
中豪(北京)律师事务所谢敏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证 件 编 号 ：
11101199811704362，声明作废。
赵耀荣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类别：专职，
持 证 人 ：赵 耀 荣 ，执 业 证 号 ：
13101200810710372。特此声明。
陈玉民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者(所有者)：陈玉民，坐落地址：道
外区前进乡胜利村，地号：外前集建(92)字第
05-1-0344，面积：210，其中建筑占地：48，特
此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徐木山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屋所有权证，坐落地址：浙江省永康市
西城街道应店村染店2号，字号00004666号，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英利超商品经销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17L13873161C)不慎遗失报税盘，报
税盘编号：498902986092，声明作废。
北京辰昊阳光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801772051B，声明作废。
北京融安志泰消防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551393808E)不慎将通用
机 打 平 推 式 发 票 遗 失4 8 份 ，发 票 代 码：
111001371011，发票号码：22238026-22238043，
22238046-2223807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鑫宏文化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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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6MA004P621R，声明作废。
北京鼎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2KBJ80，声明作废。
中助山青水绿(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 ，注册号：
110108013609188，声明作废。
北京兴盛益康大药房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和 公 章 ， 注 册 号 ：
110116604153360，声明作废。
北京万利奇商贸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不慎
将财务专用章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75159362R，声明作废。
北京万事星月主食厨房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10108604106084，
声明作废。
北京生兴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7031200000，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标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82819227，声明作废。
北京通友精化涂料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BMJ84D)不
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中艺童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17015962602)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110117069580090)、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代码：06958009-0)，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瞿连宝商贸中心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10105MA01J62278，声明作废。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张炎泼信息咨询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1101083096940，声明作废。
北京缔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4MA05B2HY39)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鑫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4P621R)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金涨假期(北京)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410P6X)作废法定名称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爱心美信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7316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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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4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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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旭东远华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90695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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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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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日月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02A291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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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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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锦佑溢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MA01TNKK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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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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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在线(天津)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5KCAA9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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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0 0 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68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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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利莱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RWJH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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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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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国安九洲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0BTKDX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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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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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九洲影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DER6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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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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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九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8XDC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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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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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344D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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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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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投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02BC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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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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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芙蓉汇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3GR4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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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春、潘爱林，清算组负责人：张
艳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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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2WR1R)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何小锋，清算组负责人：何
小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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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帆刻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MA01FUUC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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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李明珠、张晓雨，清算组负责人：张
晓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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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琪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38230312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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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北
京金远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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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恒彩印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633763235B)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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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三冲社区
卫生服务站，登记证号：557624929，住 所：
株洲市红旗北路3号，业务主管单位：株洲市
石峰区卫生健康局，法定代表人：姜小梅，根
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三冲社区卫生服
务站将拟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请各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1周内，向我单位清算小组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三
冲社区卫生服务站，2021年9月6日。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宏影龙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6015782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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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博、李京一、杨亚争、廖
亮、勾博宇、苗燚，清算组负责人：鲍文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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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月晨杨商贸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89ML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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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安，清算组负责人：赵锡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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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际汇嘉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000003786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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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龙、张思琪、刘达、王
鼎、文子嘉，清算组负责人：孙海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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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债权转让通知

卢磊、成都火山岩科技有限公司、福州胜帅
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康定县玉龙贡嘠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大旗盛鑫贸易
有限公司、陈美如、卢亨齐：四川省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简称：成都高新
法院)审理的李翊与你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16 )川0191民初2835号。因该案
1500万元借款中的1000万元系四川汇韵实业
有限公司委托李翊出借给卢磊，资金系四川
汇韵实业有限公司所有。李翊与四川汇韵实
业有限公司已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李翊已将
成都高新法院(2016)川0191民初2835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债权中的1000万元本金及相应
利息转让给了四川汇韵实业有限公司。
  请你们在收到本通知后，将成都高新法
院(2016)川0191民初2835号《民事判决书》确
认债权中的10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支付
给四川汇韵实业有限公司。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予以公告。

债权转让人：李翊
2021年9月6日

南阳仲裁委员会公告

闫洪瑞(身份证号412924197405071369)、田红
江(身份证号412926196701050093)、河南春天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亢国莲与被申请人闫
洪瑞、田红江、河南春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2021]南仲受字第088
号)。因你们三位被申请人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规
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书及证据。你可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未领取即视为送达。你提交答辩、仲裁庭组
成方式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
后15日内。仲裁庭组成方式和选定仲裁员期
限届满后第一个工作日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你应于仲裁庭组成后第一个工作日来本委
领取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定于2021年12月8日15：
00时，地点为南阳市张衡东路1998号-南阳
仲裁委员会808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本委将于2021年12月30日对本
案作出裁决，你应自作出裁决之日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裁决书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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