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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剑、刘玉祥：本院受理原告叶旦多杰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青2321民初6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同仁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龚恒平：本院受理原告周拉、同仁万鑫建筑机械租
赁服务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
2321民初535、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同仁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易良淑：本院受理原告乔明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青2321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同仁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之日起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 1 )浙048 2民初702号 张震(身份证号码：
320922199706207816，男，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
滨海县滨淮镇梁港村三组151号)：本院受理原告平
湖河相时装有限公司诉你与李其飞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2民初702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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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1250号 杨东洋(身份证号码：
412702197906051455，男，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
省项城市范集乡杨庄村)：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红
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1250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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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白敬
超诉江西昌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海浩门农
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后向贵公
司公告送达了(2021)青2221民初158号民事判决
书。原告白敬超不服一审民事判决，提出上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鑫三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张家港市郎发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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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庭传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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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鑫三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张家港市华宏汽车配套件装饰厂诉你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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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川0903民初1636号 钱开河：本院受理原告吴
平安与被告钱开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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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0903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钱开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平安偿还借款本金200 000元及
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自2020年8月25日至2020
年11月25日止，以借款本金200 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计算，并品
迭被告给付的6 000元；以借款本金200 000元为基
数，自2020年11月26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偿还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1年2月
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标
准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则2020年11月26日始的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吴平安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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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为4 720元，保全费为1 770元，公告费为1 154
元，共计7 644元，由被告钱开河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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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118号 江苏摩光汽车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洁与你公司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11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如书。自公
告之日经过60日内来本院第十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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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3418号 曾夏军：本院受理原告柏
唐诉被告曾夏军、赵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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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皖1282民初4139号 周亚林：本院受理原告安
徽界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李海
波、刘峥、韩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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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
日下午14时30分在界首市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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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号 深圳星辰世纪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鑫诚鼎业投
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博今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第三人深圳星辰世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115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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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2713号 被告刘强，住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五德镇大营村民委员会大营上村民小组
54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8607126333：本院受理
的原告永康市开发区国薪粮油商行与被告刘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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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
初2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刘强支付
原告永康市开发区国薪粮油商行货款99419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4月28日起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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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限本判决生效之
日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
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86元，公告费1304元，合计3590元，由被告刘强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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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豫0402民初4600号 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伟生诉你与齐长显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2民初4600号民事判决书和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杨建民：本院受理原告刘民学诉杨建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0402民初4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朱颖照：本院受理原告吕文锋诉朱颖照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豫0402民初3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沁阳市
春辉玻璃钢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丢失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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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作
出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沁阳市春辉玻璃钢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230388884，票面金额
为1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21年2月9日，到期日
为2021年8月9日，出票人为山东力得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
城分行，收款人为林州市鸿鑫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后经背书转让至鹤壁市金亿达弹簧有限公司、沁
阳市春辉玻璃钢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沁阳市春辉玻璃
钢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1532号 平顶山市正耀实业有
限公司、王耀蕾：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平顶山市金亚泰珠
宝有限公司、蒋大为、河南中鸿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和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福康：本院受理的原告滕金萍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甘
0602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为：不准滕金
萍与刘福康离婚。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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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6297号 涂冬梅：本院已受理原告
李燎原与被告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权利义务
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6470号 王章保：本院已受理原
告新余市兴达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传票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特132号 李欣旺：本院于2021年8月
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圣根申请宣告李欣旺失踪
一案。李欣旺，男，2005年8月7日出生，汉族，原住江
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孝头村委老山里村，身份证号
码36050220050807283X。申请人李圣根称，李欣旺自
2014年4月走失后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李欣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其
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李欣旺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李欣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
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北京市第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不慎丢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西集支行，账号：11091601040007135，核
准号：J1000060114101，开户许可证编号：1000-
00906547，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不慎丢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
通州区支行，账号：11001009100058001205，核准号：
Z1000001039501，开户许可证编号：1000-00061580，账
户性质：专用存款账户，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曾建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蕉岭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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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罗永炎、罗孝兴：本院受理黎平县育洞加油站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尚重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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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东南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张孝雷：我院受理刘慧宇与你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新
2325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被告
婚生女儿张玉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变更由刘
慧宇抚养。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否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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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昌
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孙明涛：原告加帕尔·喀哈尔诉孙明涛、买敏·米
吉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新2325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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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沈铁卫、白忠义、谭振龙、蔺兴德：本院受理张雪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2021)吉0202民初3075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6日13：10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六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赵胜波、高国良：本院受理吉林高新区九华鸿程租
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限期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2021)吉0202民初3104号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6日8：40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六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蒋宙飞：本院受理徐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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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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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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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阅：本院受理韩星辰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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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力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苏
达汇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
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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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伟：本院受理江阴市阳楠纺织厂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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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晓花：本院受理刘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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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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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放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浙江恒信船舶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盛德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书、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变更审判团队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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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青阳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菲非、杨木平、江阴市长泾杨木平副食百货超市：
本院受理杨小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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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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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保红：本院受理马关康叶建材经营部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云2625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徐保红：本院受理马关康叶建材经营部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原告马关匠心建材经营部不
服(2021)云2625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在上诉
期限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曲阳县中佐石材雕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
雪冰公路养护有限公司诉你司建设工程分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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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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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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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双印：本院受理成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25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许振宇、赵建文：本院受理庄艳东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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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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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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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进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哈达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20)吉0202民初3730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202执213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徐传龙：本院受理安徽省天方物业有限公司诉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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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县广鹿吉宏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滕宝良：大
连红瑞水产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辽0202民
初31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许金生：宋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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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杨斌：原告刘永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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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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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迎春：原告余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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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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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仇宗田申请宣告公民仇宗桂死亡一
案，经查：仇宗桂，男，195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原
住青岛市即墨区北安街道办事处周南村75号，公民
身份号码370222195308224074，于2013年离家，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仇宗桂
应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仇宗桂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仇宗
桂生存现状的人，应在公告期内将知悉情况向本院
报告。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陈美珊、潘晓春：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公司与被告陈美珊、潘晓春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2021)粤0303民初25506、25507
号。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你
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
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
于2021年12月6日10时30分在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王宗成：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月友、李支贵、李支
社、方治业、陈知忠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五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陕0902民初2668号、2670号、2676号、2677号、2678
号民事判决书，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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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蹇明富：本会依法受理了广东聚翔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申请与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仲裁案([2021]
佛仲字第1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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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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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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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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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本院根据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1年7月12日裁定受理湖北天宝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9月2日指定
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为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21年9月2日起至2021年12月2日前，
向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电
话：徐唐炼律师15172732388)申报债权。还可以通
过“破栗子——— 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进行
线上债权申报。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日8时30分
在通城县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深圳青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易华国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龚国伟：本院受理童进取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222民初
1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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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天津市普唯自行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万祥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津0114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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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张丽：本院受理陶媛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649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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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韩丽丽、李冬：本院受理的临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有限公司与临泉县蕾旺服饰有限公司、刘芝彬、梁
敏、韩丽丽、李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1221执
恢289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对你
二人所有的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胜利北路
西侧环球外滩国际新城黄金水岸C7#楼阜阳市
环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03室房产网络询价报
告(房地权证阜字第2013080194号、第2013080195
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
网络询价报告，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周鑫：本院受理原告北川羌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被告周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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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2月14日上午9：30在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周莉莉：本院受理原告张珂珂与被告周莉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54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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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8091号 江西瑞经工具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荣欣机械
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瑞经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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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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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武：本院受理原告汤槛铭、骆文强诉你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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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显孝：本院受理聂祥红与黄显孝、张明华、张洪、
邓光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黔0502民初
17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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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如
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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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苏旭：本院受理通海县瑞祥烟花爆竹加盟店诉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一、被告苏旭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通海县瑞祥烟花爆竹加
盟店不当得利17，735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31
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不当得利款项返还
之日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通海县瑞祥烟
花爆竹加盟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元，
公告费400元，由被告苏旭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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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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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记聪：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并定于
2021年11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朱兴勇：本院受理原告赵应伟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朱兴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退还原告赵应伟保证金16万元，并以16万元为基
数从2017年11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资
金占用费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被告朱兴勇应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赵应伟经济损
失22万元，并以22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5日起按
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三、原告赵应伟因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2万元由
被告朱兴勇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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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元，公告费500
元，由被告朱兴勇负担。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
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
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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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马祥兵：本院受理原告桂中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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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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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正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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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联华建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已
受理原告寿县巨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委托
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3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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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举证
期限分别为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30日内，并
定于2021年12月13日0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孙运峰：本院受理原告黄金谷与被告孙运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东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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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统明、单春明：本院审理原告华叶飞诉被告吴
军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0)苏0205民初4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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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建洪：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锡东超
市商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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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陈贯书：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锡山区安镇镇查桥洪
海摩配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公告
送达了(2019)苏0205民初6865号民事判决书，对此钟
承坤、蒋蕊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现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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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陈贯书：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市锡山区安镇镇查
桥洪海摩配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苏0205民初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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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四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
锡市新联木制品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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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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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王俊莲：本院受理原告王相青诉你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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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唐正亚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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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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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谦祥合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鞍山永
润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
初4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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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4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西芝：本院受理的(2021)川0311民初1273号原告曾
加琴诉被告王西芝离婚纠纷一案，原告曾加琴请求
判决与被告王西芝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安置房一套
依法平均分割。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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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12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瓦市法庭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王谷兰、卢小龙、陈金辉、范珍祥：本院受理原告天
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谷兰【(2021)闽0206民初
12025号】、被告卢小龙【(2021)闽0206民初12026号】、被
告陈金辉【(2021)闽0206民初12027号】、被告范珍祥

【(2021)闽0206民初1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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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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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卢娜遗失西南财经大学法学(法学.金融实验

班 ) 专 业 学 位 证 书 原 件 ，编 号

1065142018XXXX16；金融学(法学.金融实验

班 ) 专 业 学 位 证 书 原 件 ，编 号

1065142018XXXX83；西南财经大学法学(法

学 . 金 融 实 验 班 ) 本 科 毕 业 证 原 件 ，编 号

1065112018XXXX5016；南开大学法律硕士学

位证书原件，编号1005532020XXXX90；南开

大学法律(法学)专业硕士毕业证书原件，编

号1005512020XXXX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原 件 ，编 号

A20182208XXXX49。声明作废。

李梦静(120103196805044844)天津市公租住房

租 赁 合 同 书 丢 失 ， 合 同 号 ：

030900051801030201，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大

寺镇佳和荣庭18-1-302室，特此声明。

本人张小礼王露不慎遗失北京绿地京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2月4日开具的购房收

据，收据号：0178818，金额：100000元，房号：4-1-

1601；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

北京国信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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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57832449406，声明作废。

北京盛鑫腾龙高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2442993)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 税 号 ：

110105697718951)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号：69771895-1)正、副本，声明作废。

诺亚瑞康生物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4423306XC，声明作废。

北京龙誉臻华装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330237385U)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北京华商金桥国际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 基 本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346757568076，核准号：J1000103869501，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崇文支行营业部，声明作废。

北京瑞德鲁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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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MA002H1E5B，声明作废。

北京斯锌轲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 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18321496J，声明作废。

北京三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2340315U，特

此声明。

北京嘉德世纪服饰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93871206R，声明作废。

北京锦胜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6041823102，声明作废。

湖南新时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冷水滩营

业部遗失旅游合同合同12份，合同编号：

CS000587、CS000652、CS0001212、CS0001207、

C S 0 0 0 1 2 0 6、C S 0 0 0 1 2 0 5、C S 0 0 0 1 2 0 4、

C S 0 0 0 1 2 0 3、C S 0 0 0 1 2 0 2、C S 0 0 0 1 2 0 1、

CS0001173、CS0001172，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飞鸿达酒业经营部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核发日期2005年11月11日，注册号

4301113014913，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北园祥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31C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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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纪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UTE34E)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诺达快运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83303542231)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秋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04919883)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我单位于2021年9月1日刊登在法

治日报10-11版的驾驶人为绍杰的公告中，

驾驶人绍杰应为邵杰，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暨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RJ9H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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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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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源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0556469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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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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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68435848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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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14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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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海飞帆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60976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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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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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版盛世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AMFK1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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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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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戴蒙德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9695438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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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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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润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5524315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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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51.53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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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诚国鉴收藏品鉴定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3303241632)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赵鹏，清算组负责人：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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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跃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228306446232U)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王军伟，清算组负责人：王军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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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注销公告：北京芮禾国际体育文化传播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MW3N2C)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承诺承担未受清

偿的债权债务，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20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志远伟业商贸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1084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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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心，清算组负责人：王

可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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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乾西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6992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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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萍、范元虎，清算组负责人：范

元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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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注册号：110000450130225)经总公

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李俊奇，清算组负责人：李

俊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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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典春秋(北京)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5016974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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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秋明、范元虎，清算组负责人：

范元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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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泽天润广告制作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68357741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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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迎琳、郭忠彬，清算组负责人：郭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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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协议

　　根据路璐与刘桂发于2020年11月2日签

订的《联合投资中债权转让(债权剥离)协议

书》，路璐(身份证号：130182198608290022)已

将其对借款人：张家口市宏昊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保证人：张家口市宏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赵志国、赵志成、河北融投担保集团中

瑞担保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对应权力

中3/20的权利、权益和法律救济路径，依法转

让给刘桂发(身份证号：130107196503060010)。现

特此通知上述全部借款人和保证人，并请各

位借款人、保证人与上述3/20债权受让人刘

桂发联系，主动履行上述经河北高级人民法

院(2021)冀民终376号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

中3 / 2 0 的 义 务 及 相 关 责 任 。联 系 方 式：

13903394265。特此通知！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章丘检四部民公告[2 0 2 1 ] Z 9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张汉林、李敬

春等人无证开采石灰石资源，致使国家矿产

资源及山体遭受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

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

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

本院。邮寄地址：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

1095号。联系电话：0531-85037873。特此公告。

202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