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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闫高武：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杨志君：本院受理何冰、胡贵江、黄代显诉赵本
刚、贞丰县人民法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杨志君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案[案号：(2021)黔2322民撤1号]，何冰、胡贵江、
黄代显提起上诉。因你长期联系不上，依照相关
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相关证据。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
可自收到上诉状之日起15日内提交上诉答辩状。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257号 冯伟：本院受理原
告马宏良诉被告冯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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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周拉加、夏吾才旦：本院受理原告闹日尖参
诉你和周泽加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321
民初668号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本院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林家超：本院受理原告黄日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人民法院随案监
督卡、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9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五将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云南雨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凤庆县前鑫
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975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杨永清、李星宇：原告杨惠诉被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19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李树美：原告张正儒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云0921民初2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
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李念：原告李枝明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
2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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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龙子墨：本院受理原告印程鹏诉被告龙子墨离
婚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与你离婚且共同财
产依法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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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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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4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院金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使用简易程序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2972号 纪兴健：本院受理
原告曾昌力与被告纪兴健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1)黔2322民初2972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
传票、起诉状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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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王运其：本院受理原告周则加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
2321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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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张静：本院受理原告任长锋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
0118民初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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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80号 天水盛世年华装饰装
修工程有限公司、盛彦军：本院受理原告吴付
喜、刘步升、马学仁、马亥拜、马亥乃飞、何亚军、
吴军军、巩高波、王朋、王兆宁、雷刚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付喜、刘
步升、马学仁、马亥拜、马亥乃飞、何亚军、吴军
军、巩高波、王朋、王兆宁、雷刚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青2222民初80号民事案
件上诉状。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406号 朱原明：本院受理原告
才让东知布诉被告朱原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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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夏吾多杰、周毛：本院受理原告青海同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夏吾多杰、周毛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321民初
919号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
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713号 刘卫东、刘彪：本
院受理的原告卞春林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712号 蒋建久：本院受理
的原告卞春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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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326号 赖泽园：原告永康
市吉盛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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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2021年12月9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
本院8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朱蓓蕾、李绍娟、
胡翔。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甘0602民初7917号 郭生平：本院受理
原告张亚文诉被告郭生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通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永丰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
被告：苗强：本院受理原告：黄贵康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桂
1302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苗强偿还原告黄贵康货款共计98250元。二、被
告苗强支付给原告黄贵康货款98250元的利息
(以98250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4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利息至被告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
2256元，保全费1002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苗
强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刘金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爱和与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新2828民初5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张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新2828民初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5月29日刊登在2-3版中缝
的原告均为唐坤甲的两公告中，被告白熊均
为白雄，特此更正。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卢登朝(身份证号：410423********8058)：本
院受理原告沈建玲诉卢登朝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蒲宇强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蒲国忠死亡一案(2021)云0181民特127
号。经查：被申请人蒲国忠(男，汉族，1945年3
月9日生，身份证号：52010219450309081X，住
云南省安宁市连然街道云化路云化小区80
栋2单元401号)，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儿子。
被申请人于2001年2月离家出走一直未归，
经多方查找现仍下落不明，距今已满20年。
本院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一年。被申
请人蒲国忠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
其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
情况向本院报告。被申请人蒲国忠在公告期
满后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其死亡。

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
刘孝模、黄国兵、史壁盈、陈义深、邓金承、朱清
勇、沈义杭、陆艳岭、夏征征、李党、施世荣：本
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孝
模【 (2021)闽0206民初11869号】、被告黄国兵
【(2021)闽0206民初11870号】、被告史壁盈【(2021)
闽0206民初11872号】、被告陈义深【(2021)闽0206
民初11873号】、被告邓金承【(2021)闽0206民初
11875号】、被告朱清勇【(2021)闽0206民初11876
号】、被告沈义杭【(2021)闽0206民初11877号】、
被告陆艳岭【(2021)闽0206民初11878号】、被告
夏征征【(2021)闽0206民初11879号】、被告李党
【(2021)闽0206民初11880号】、被告施世荣【(2021)
闽0206民初1188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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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路兵：本院受理刘侃诉被告张路兵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25民初10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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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张艳娜：本院受理河北安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及许义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及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黄开华：原告胡秋珍诉你和罗正中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民初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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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申海洋：本院受理章以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4民初
12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武安
镇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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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张道城：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张道城信用卡纠纷(2021)皖0422
民初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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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
12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黄宏军：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黄宏军信用卡纠纷(2021)皖0422民初
4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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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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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7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申广永：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士彬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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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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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正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安徽宇晨架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淮南新天地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宇晨架业有限公司、
圣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
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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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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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建东：本院受理原告王春胜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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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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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清家用净水器中心、李金
刚：本院于2021年6月2日受理了刘业成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2021)辽0304民初3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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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整在本院高新区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王永生、孙岩、杨春澎、王悦、张金洪、张宝红、韩
宝伟、赵丽娟、周壮：本院受理原告鞍山市置业
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2021)
辽0304民初1822号一案，你们作为被告，现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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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斌：本院受理原告朱小智与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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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礼涛：本院受理孙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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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
民初2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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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江门市江海区三松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谢洪
伟：本院受理锡山区高彪车辆配件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205民初2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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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1)黔0324民初4638号 贵州新发展乐器制造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贵州正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与贵州新发展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0324民初4638号，因你公
司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请你公司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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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如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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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场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翟仲权：本院受理原告蒋金全诉被告翟仲权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1322民初1106号判决
书，判决被告翟仲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蒋金全工资欠款25670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简案团队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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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媛媛：本院受理原告湖北保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马良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史成荣：本院受理李才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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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审判。逾期将依法缺席宣判。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王勤、王晓昊：本院受理原告张想诉两被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两被告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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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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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袁帮廷：本院受理原告殷小乐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皖1621民初34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工业园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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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刘立军、张素勤：本院受理张敏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皖1621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院涡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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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林马平：本院受理通城县昇辉石业有限公司
诉你与通城中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1222民初1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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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凡星：本院受理姚海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朱光超：本院受理季桂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依法作出的民
事判决书，限你公告起经60日内来本院万宝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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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皖1202民催2号 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部的
公示催告，对其遗失的票号为4020005129412352、
收款人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人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部、票面
金额壹百万元、出票银行为阜阳颍东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凭票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向本院提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月26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
修理部持有的号码4020005129412352、票面金额
1000000元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
部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1)皖1202民催3号 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部的
公示催告，对其遗失的票号为4020005130065952、
收款人为阜阳天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人
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部、票面金
额五十万元、出票银行为阜阳颍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凭票付款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月
2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
萍模具修理部持有的号码4020005130065952、票
面金额500000元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
理部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1)皖1202民催4号 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模具修理部
的 公 示 催 告 ，对 其 遗 失 的 票 号 为
4020005123412355、收款人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人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
模具修理部、票面金额壹佰万元、出票银行为阜阳
颍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凭票付款的银行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8
月2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
亚萍模具修理部持有的号码4020005123412355、
票面金额1000000元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横林亚萍
模具修理部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红兵、邓志健：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红兵【(2021)闽0206民初11867号】、
被告邓志健【(2021)闽0206民初11868号】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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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杜志强：本院受理河北枣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于树成、吴玉洁、你、孙真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112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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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宝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兵
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709号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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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伟：本院受理承德鸿吉德利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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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家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钟其伦：本院受理李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
民初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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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诉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李美然：本院受理古威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粤
1427民初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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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诉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丘济灵：本院受理丘慧君与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
民初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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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诉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钟辰龙：本院受理邱文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
初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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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诉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白国龙、白刚、张玉良、张成民、王洪臣、韩凤
海、许宝龙、张成龙、姜玉振：本院受理阿荣旗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音河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内0721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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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爱军：本院受理孙云修诉你建设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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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21)青
0105民初288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廿里铺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家军：本院受理田运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
初45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刘传亮：本院受理张军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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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李家军：本院受理李开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
初45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孙刚、杨海艳：本院受理刘国珍诉你们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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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齐群、吴红英：本院受理刘军诉你们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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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魏俊波、张祝：本院受理湖北枣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2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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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杨建成：本院受理杨爱满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1民初
5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邓秀奎、赫玉贤：原告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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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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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辽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艳红、吴邦营、吴兴卓、秦君：原告辽中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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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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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5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辽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胡其容：本院受理谌业军诉你离婚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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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7日14：30在本院蒲场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樊启伟：本院受理白鸽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证据、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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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1年11月30日10时在本
院临晋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龙文海、麻刘平：本院受理李发江诉你、麻胤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送达(2021)黔2324民初89号民事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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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陈洪：本院受理曾建棋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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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都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张充电：本院受理吴代忠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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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
延)，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杨洪星：本院受理原告李启凤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于2021年8月11日作出(2021)川
132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
告你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支付货
款27400元及资金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杨睿：本院受理李秋瑾与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于2021年8月11日作出(2021)川1321民
初258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你在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给付代偿款60873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2021)豫11民初47号
刁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阳东城支行诉被告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11民初47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胥晓明：本院受理王洪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2021)川1321民初1686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赵金婷：本院受理宋攀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于2021年6月16日作出(2021)川1321民
初155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赵金
婷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宋攀支付
手机尾款3899元；二、驳回原告宋攀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李明全，钟兴英：本院受理四川南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于2021年6月1日作出(2021)川1321民初
1799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2021)豫11知民初255号
漯河市郾城区墩黄日用百货店(经营者：黄君
丽)：本院受理原告株式会社精工油墨诉你著
作权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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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豫11知民初255号
漯河市郾城区墩黄日用百货店(经营者：黄
君丽)：本院受理原告株式会社精工油墨诉你
著作权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明，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豫11知民初255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敬章：本院受理范成荣与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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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节假
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胜利、黄安、张国珍、梁朝晖、张虎、李武林、
邓天强、万朝勇：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胜利【(2021)闽0206民初12309
号】、被告黄安【(2021)闽0206民初12310号】、被
告张国珍【(2021)闽0206民初12311号】、被告梁
朝晖【 (2021)闽0206民初12312号】、被告张虎
【(2021)闽0206民初12313号】、被告李武林【(2021)
闽0206民初12314号】、被告邓天强【(2021)闽0206
民初12315号】、被告万朝勇【(2021)闽0206民初
12316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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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父亲：林日宝，母亲：陈灵群，女儿名叫林妍
一 ，于 2 0 1 2 年 3 月 出 生 ，出 生 证 编 码 ：
L350510077，因出生证不慎遗失，故登报声
明原出生证作废。
陈 冰 不 慎 ，将 护 士 执 业 资 格 证 ( 号 码 ：
201744007858)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健，于2021年9月9日不慎遗失第二代
身份证，身份证号：130733199712021711，自登
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哈萨克斯坦里海集团股份公司北京代表处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110190666901294，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
机 构 证 ( 正 、副 )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
110000400182675，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
枚、私章蔡立疆壹枚，现声明作废。
北京斯锌轲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18321496J，声明作废。
北京霞安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章，
工商注册号：110105601228012，声明作废。
北京霞安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
110105601228012，声明作废。
北京明易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318167572A，声明作废。
北京荷瑞东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1L823111627，声明作废。
北京郡磁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MA00559T2G)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祥云浩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
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支行，账号：
911006010001507483，核准号：J1000252893901，开
户行行号：403100005223，声明作废。
北京智晟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7085451264X，声明作废。
龙孟天下(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6CEKU91，
声明作废。
北京济仁康科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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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5MA02WHDTX6，声明作废。
爱尚聚雅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 务 专 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18093833N，声明作废。
北京渠成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17019655437)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税
号：110117351623808)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号：35162380-8)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雪飞祥和投资咨询中心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71289442E，声明作废。
隆德亦品(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RE48XN)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优品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注册号：110116018365112，声明作废。
北京德亿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34835802XA)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正义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MA0039PL9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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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美因此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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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08MA00ATR455，声明作废。
北京瑞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
慎将基本存款帐户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帐
号：20000036450800020388832，开户行：北京
银 行 北 苑 路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1000205787001，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立方(北京)矫形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53607930K)作废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德亿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4835802XA)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元金典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7716243U)作废
公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万客缘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633637X4)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夏宝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9243215XU)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天泽有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E6KG9M)作废合
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汇金世纪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752NX5)作废公章，合同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3513030976)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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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数智鑫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C1C5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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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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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拉图动物诊疗中心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2MA01Q51L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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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兴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01455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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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万元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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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西单天安国汇商贸中心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55687001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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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西单天安天地国际珠宝艺术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256208843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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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6992594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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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荣丰欣业建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6992596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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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至人
民币1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爱琪轩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D63N1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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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企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RYH4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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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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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汇恩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AGC1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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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9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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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饰荣翔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1874021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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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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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盛昌天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2BT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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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萍、佘兰梅，清算组负责
人：杨秀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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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利奥联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1D7KJ03)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胡秀文，清算组负责人：胡
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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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亿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4835802XA)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肖俊江，清算组负责人：肖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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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因此营销策划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ATR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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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庆、沈扣、沈伟，清算组负责人：沈
士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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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森林艺居装饰装潢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15012714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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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亭、康秀翠，清算组负责人：
李守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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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霞安信息咨询服务中
心(工商注册号：110105601228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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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君霞，清算组负责人：贾
君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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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亦品(北京)文化传播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2RE48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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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天天、孟晨、朱鹰雯、王飞，清算组负责
人：王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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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旭佳业商贸有限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985387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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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丽、冯桃，清算组负责人：杨桂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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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长子
营 周 静 小 吃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5MA00QT9H42)现拟变更为企业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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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周静，2021年9月13日。

声明

  本人王惠军，个人独资企业鸡西煤业森
焱煤矿投资人、矿主，在此严正声明：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未经我王惠军
本人书面同意、书面授权或书面追认，以鸡
西煤业森焱煤矿名义擅自所为的一切行为
均属无效，我本人保留追究行为人相应法律
责任的一切权利。
  鸡西煤业森焱煤矿公章、财务印章、合
同专用章等印章均从未授权给他人使用过。
凡未经我本人书面确认的盖章均系他人擅
自伪造、私刻所为，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处理！
  我本人及鸡西煤业森焱煤矿从未同意
也从未授权给任何人去和其他煤矿整合，凡
以我煤矿名义整合并申办采矿许可证(包括
编制矿权设置立项及方案、储量核实报告、
矿井开发利用方案等)、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的请立即终止；已批准的，请及时办理撤回
或撤销手续。
  蔡文晨与我方所签《煤矿产权股份转让
合同》已被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于2021
年4月23日解除！
  请相关人员随时联系我的授权人田利
斌(电话13314679922)，我本人保留追究行为
人相应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望周知。特此
声明！

王惠军 2021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