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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宏恩：本院受理原告魏国信诉王宏恩、王
瑞芳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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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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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巧果：本院受理原告李俊蒲诉关巧果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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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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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朱艳丽：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勤诉朱艳丽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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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陈铁伟：本院受理原告郭福强诉陈铁伟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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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张跃华：本院受理原告范婷婷诉张跃华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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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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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784民初1510号 沈中琴(住湖北省
利川市谋道镇东风村二组029号，公民身份
号码：422802198209255403)、沈列山(住湖北省
利川市汪营镇梨树村梨树6组1号，公民身份
号码：422802196611225414)：本院对原告夏俊
与被告沈中琴、沈列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84民初15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由被告沈列山支付原告夏俊货
款8821 8  元及利息(利息从202 1年3月1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 ，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夏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沈列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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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6
元，公告费1306元，由被告沈列山负担。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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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618号 临沂速博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临沂瑞兴市场发展有限公司临沂鞋城C1-
315)、庞树优(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
道后明坡村2000号2号楼4单元401室，公民身
份号码：371312198802166022)：本院对原告永
康市易科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临沂速博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庞树优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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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4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临沂速博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永康市易科工贸有限公
司货款95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21年3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项限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
庞树优对上述第一款项债务及案件受理费
2176元、公告费1499元承担连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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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元，公告费
1499元，由被告临沂速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诉
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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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779号 崔庆凯、李钟玉：
本院受理原告林浩诉被告崔庆凯、李钟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
令 被 告 立 即 向 原 告 支 付 贷 款 欠 款 共 计
5 4 9 0 0 元 及 利 息( 利 息 计 算 方 式 ，以 本 金
5490 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
2021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本金支付完毕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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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
院第二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515号 崔庆凯：本院受理
原告林浩诉被告崔庆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支付贷款欠款共计1672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
方式，以本金1672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
的标准从2021年1月23日起至欠款本金支付
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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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
院第二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649号 段莉均、李均：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市分公司诉被告段莉均、李均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
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代为偿还的贷款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共计94876 . 6 0元；2、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保费533 1 . 0 4
元；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
100207 .6 4元为基数，从2021年5月8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之，按每日0.06%计算)；4、本
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诉讼
保全费等)由二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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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第二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5212号 段守泽：本院受
理原告程敏诉被告段守泽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清偿拖
欠原告的材料款75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因你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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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
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4809号 韩树忠：本院受
理原告何剑飞诉杨亚克及你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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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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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4409号 王子健、蒋双垒、
苏伟、平顶山华创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刘海杰诉焦云鹏及你们申请执行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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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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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4722号 石文华：本院受
理原告李彦耕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分行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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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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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 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陆雅楠：本院受理卢宗义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323民初2517
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卢宗义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女卢瑾萱、
卢瑾雯由原告抚养，你将每月承担1500元抚
养费至婚生女独立生活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举证
期限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三十
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如你无正当理由
未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固镇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529号 天津一顺亨通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河北森茹商贸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贾顺堂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107民初529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六十曰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点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姜凌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湖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925民初190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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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杨坤：本院受理夏广周与杨坤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皖1324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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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曹安东、许娟：本院受理曹言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皖1324民初20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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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朱建雪：本院受理原告石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2021)皖1204民初4364号一案，因你去
向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
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
二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周祥国：本院受理湖北宜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鄂0684民
初18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唐甜甜：本院受理陈世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 0 2 1 ) 皖
0521民初1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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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丁晓军、陈慧：原告铜陵井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皖0705民初3629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1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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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程龙：原告铜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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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本院(2021 )皖0705民初4378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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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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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耿再刚：原告赵永孙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
民初368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立卫：本院受理马红玉诉你(2021)吉0881民初
219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天。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一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高继林、吴传芝：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高继林、吴传芝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2021)皖0422民初4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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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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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义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周东升：本院已
受理原告王辉诉被告周东升、安徽义宾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021)
皖0422民初4526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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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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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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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安徽汉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芜湖汉轩商贸有
限公司：本院已分别受理原告唐相根、乐意与
安徽省阳光半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第三
人你们俩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案
号：(2021)皖0422民初3276号、(2021)皖0422
民初327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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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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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735号 章伟鲁、牟财斌、
潘高明：我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章伟鲁、牟
财斌、潘高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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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640号 章纪成：我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
行与被告章纪成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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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523号 钟振号、潘彩微、
钟振献：我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大荆小微专营支行与被告钟振
号、潘彩微、钟振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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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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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建勋、韩立华：本院受理原告张道法与你
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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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太广：本院受理原告无锡惠宇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与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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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乾顺电动车有限公司、唐明炼、陈安荣：本
院受理王录红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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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赵丹丹：本院受理田喜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
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日上午9时在小范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解志圆：本院受理张振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冀11 8 2
民初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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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钱美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
53 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汤丽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云
0423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李琼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
5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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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杨丽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 0 2 1 ) 云
042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余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两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云04 2 3民
初53 9、54 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郑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通海县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
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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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马计委：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阜阳汇通支行诉被告马计委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2021)皖1202民初1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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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解除原
被告于2017年7月30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
/担保合同》；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40188.8元，利息1507.97元，总计141696.77元；
3、判令原告对阜阳市颍州区双龙桥西侧港利
绿园20#楼604室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
费由被告负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周克富：本院受理刘娅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1)皖1202民初11460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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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9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罗仕普：本院受理张帮祥、杨国平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云2625民初104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杨智仁：本院受理徐斌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36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法院在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王义洪：本院受理丁月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
初33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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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无锡市锡电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无锡市飞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551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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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曹东：本院受理姚志平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81民初
1217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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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林斯贝(常州)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管林：本院受
理黄金鑫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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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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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志辉：本院受理阜阳市万事达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396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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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甜：本院受理毋晓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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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2021年11月29日8：30在本院305办公室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解建东：本院受理荆荣花诉你离婚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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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1月25
日8：30在本院民事审判庭315室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马祥红：本院受理王生栋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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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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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马祥红：本院受理胡天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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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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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鹰：本院受理姚宏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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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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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邵华：本院受理刘子臣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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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9：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超：本院受理胡向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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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
1024民初2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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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刊登的被告姜德
才、温桂荣公告中，原告应当更正为乔淑清，
特此更正。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王春喜、李记红：本院受理张凤祥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0721民初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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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唐伦芹：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绥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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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21年12月8日15：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唐小玲：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绥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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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21年12月8日9点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博：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绥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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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1
年12月8日10：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肖建维：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绥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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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2021年12月8日14：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王志坤：原告陈纪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381民初8268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耿晨曦：原告陈春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
浙0381民初9500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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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0日14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14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14刊登的原告韩明诉
李建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公告，其中原告

“韩明”，更正为“韩明妍”，特此更正。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8月16日刊登的“原告朱
林绸诉阙定波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告中“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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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11月23日”应为“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3日”。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山西亚欧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崔吉兰、聂远
翔：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李建国、季琦与你三
人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
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决定书(纳入失信名
单、限制高消费及相关消费、限制出入境、冻
结、扣划存款)等相关法律文书，限你三人于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8月31日刊登的本院
关于王代云诉WATANABEKOICHI(渡邉浩
一)离婚纠纷案公告中，其中的“15日内”更
正为“30日内”。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吴倩：周心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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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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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迎春：张言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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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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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平：本院受理胡江龙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
务费9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8：3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胡建、唐建平：本院受理喻云宝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81民初5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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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基祥：本院受理李先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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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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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胡基样、经圣红、王兴华：本院受理经守爱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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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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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凤
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投资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
[2019]大仲字第87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大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朱子豪、朱子宸、李红：本院受理步伟与李德
众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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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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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子豪、朱子宸、李红：原告张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廉政
监督卡等诉讼文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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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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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朱子豪、朱子宸：原告步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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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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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吴静：原告刘宝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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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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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江：本院受理宋建峡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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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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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海大、阿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朱志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281民初12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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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倪富勇：本院受理盖周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
民初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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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邢兴：本院受理汪守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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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0281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贵州星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科
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诉你公司申请公司
清算一案，因你公司已不在公司登记地址办
公，且法定代表人李泽华拒接电话，无法向你
公司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案应诉通知书、强制清算申请书及相关证
据。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或申请听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李发清：本院受理姚尚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青
0105民初20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借款27000元、律
师费6000元并承担诉讼费626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二十里铺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吕洪君、臧俊、安治强、卢雄心、张庆芝、宋秀
军、付大海、方祥友、张庆芝、张伟亭：本院受理
阜阳市三和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们挂靠经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5628、6346、4801、6286、6348、7002、
6290、6344、6348、6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高莉：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
阳颍州支行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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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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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鲁弟：本院受理常剑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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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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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玉磊：本院受理阜阳市安泽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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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进：本院受理卞洪振诉你离婚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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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顶峰：本院受理杨威、杨柳诉你及刘明彦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吉0202民初229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2021)吉0202民初2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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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15日8：40
在本院第六法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周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蕉岭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2021)粤
1427民初66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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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徐敬宁：本院受理徐子曦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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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彭伟强、蓝海珠：本院受理丘仕国诉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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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赖剑军：原告徐志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粤1427民初75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林春辉、彭春柳：原告林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2021)粤1427民初675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
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宋黎曙：本院受理王平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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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2021年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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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战毛：本院受理原告方贵荣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皖1723民初
1823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泽阳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杜国平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本院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1162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厅
领取，逾期限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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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周卫民：本院受理原告黄卫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 2 1 )皖
1723民初1919号应诉通知书、诉状及证据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安徽维谷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五
河县远大广告制作部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0322民初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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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杨辉雄：本会于2021年8月11日，受理申请人苏
显红与你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
字326号，本案适用简易仲裁程序。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
于2021年11月26日组成仲裁庭，定于2021年12月3
日上午9时30分在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北路55号
肇庆仲裁委员会不公开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12月24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
为2021年12月31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破产财产追加分配公告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并已由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9月6日裁定认可。现管理人依照该方案
执行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截止本次追加分配，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已确认参加本次
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为人民币97，910，122.23
元，均为无破产人特定财产担保的普通破产债
权；可供本次追加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为人民
币1，941，649.20元。在清偿新增破产费用后，对参
加本次追加分配的普通破产债权将按照约
1.74747%的比例予以清偿。实际参加本次分配的
债权人即日起可到管理人处受领对应分配款。
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特此公告！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杨杰林、李南志、杨志红、杨荣霞、吴灿华、高
军、李鸿鹏、陈永生、刘明飞、张赵君、何超、
邓维鹏、马世园、俞灿峰：本院受理原告天下
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杰林【(20 2 1 )闽
0206民初12632号】、被告李南志【(2021)闽0206
民初12633号】、被告杨志红【(2021)闽0206民
初12635号】、被告杨荣霞【(2021)闽0206民初
12637号】、被告吴灿华【(2021 )闽0206民初
12638号】、被告高军【(2021)闽0206民初12639
号】、被告李鸿鹏【(2021 )闽0206民初12640
号】、被告陈永生【(2021 )闽0206民初12641
号】、被告刘明飞【(2021 )闽0206民初12642
号】、被告张赵君【(2021 )闽0206民初12643
号】、被告何超【(2021)闽0206民初12644号】、
被告邓维鹏【(2021)闽0206民初12645号】、被
告马世园【(2021)闽0206民初12646号】、被告
俞灿峰【(2021)闽0206民初12647号】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共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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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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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文、牛俊青、胡辉辉、唐亮亮、杜兵、唐建
琼、陈立、吴平生、晋坤、贺保康：本院受理原
告 天 下 行 租 车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陈 建 文

【(2021 )闽0206民初12650号】、被告牛俊青
【(2021 )闽0206民初12651号】、被告胡辉辉
【(2021 )闽0206民初12654号】、被告唐亮亮
【 (2 0 2 1 ) 闽0 2 0 6 民初1 2 6 5 5 号】、被告杜兵
【(2021 )闽0206民初12656号】、被告唐建琼
【 (2 0 2 1 ) 闽0 2 0 6 民初1 2 6 5 7 号】、被告陈立
【(2021 )闽0206民初12658号】、被告吴平生
【 (2 0 2 1 ) 闽0 2 0 6 民初1 2 6 6 0 号】、被告晋坤
【(2021 )闽0206民初12661号】、被告贺保康
【(2021)闽0206民初12662号】车辆租赁合同纠
纷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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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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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越：本院受理原告冯爱富与被告丁越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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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蔡必良、王兰、蔡尚文：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
初4833号原告潘小兵与被告蔡必良、王兰、蔡
尚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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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朱俊：本院受理原告文静与你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丹徒区
金色阳光18幢0206室(苏2019镇江市不动产
权第0076303号)归原告所有;被告协助原告办
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穷尽其他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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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徐远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亚红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要求判决你支付价款117000元
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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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丰法庭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颜培祥、伏少波：本院受理原告句容蔚蓝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学红、颜培祥、伏
少波、朱庆明以及第三人江苏弘康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112民初
6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王学
红在未出资4800万元本息范围内、被告颜培
祥、伏少波在未出资1600万元本息范围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江苏弘康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久原告土地租赁费用186000元
及迟延履行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上
述总和不得超过18 6 0 0 0 元及迟延履行利
息;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4184元。保全费1520元，公告费700元，
合计6404元，由被告王学红、颜培祥、伏少波
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通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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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俊钦：本院受理原告镇江市丹徒区高桥方
苹鞋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
讼请求，请求判令：1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10000元及逾期利息35508元;2.本案诉讼费
用、保全费用、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长期在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关于举
报涉黑涉恶线索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自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吴东良：本院受理(2021)苏1112民初2420号原
告镇江扬周福副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89815元。因你长期在
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关于举报涉黑
涉恶线索告知书，有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自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道歉声明

  我们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实施非法捕捞
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分别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对此我们已深刻认识自己的错
误行为，愿意积极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的法律
责任。现通过媒体向广大公众公开赔礼道
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不做
任何违纪违法的事情，特此道歉！

致歉人：顾苏宁 吉群 潘付群
董建锋 吴昌兵 吴昌伦 王浩兵

仲裁公告

马磊华(身份证号：130629199209240511)：本会
受理的申请人于少卿与你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保裁字第122号裁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
来本会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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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晋龙、魏栓柱、大同市聚宾德商贸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暂行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田刚成立
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邯仲案字第
0172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裁决。(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
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牛保平、惠金明、牛生瑞、史银龙：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中万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
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
的规定指定首席仲裁员田刚，仲裁员于世
杰、刘星组成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
邯仲案字第0171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0日10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地址：邯郸市丛台
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室)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南众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
受理申请人陈丹梅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
劳人仲案字﹝2020﹞第1009号)，现已作出裁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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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惠农菜篮子运营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申请人宋武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
人仲案字﹝2020﹞第1023号)，现已作出裁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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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德清兆庭装饰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
浙江飞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间的服
务合同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湖
仲(2021)裁字第67号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到本会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本会将定于2021年10月22日14时在本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会地址：浙江省
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6号楼1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君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你公司作为互联网金
融资产(西咸新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东
之一，该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依法清
算，清算组因无法联系上你公司，故将应分
配给你公司的剩余资金人民币贰佰贰拾伍
万肆仟壹佰柒拾柒元伍角肆分于2021年9月
3日提存于本处。
  请你公司于2026年9月7日之前，持本通知
书、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
法定代表人本人携带公章、公司银行账户开
户证明联系公证处来本处领取上述提存款，
如你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提存
款将上缴国库。特此公告。
  本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6号首创大厦七层
  联系电话：010-65543888-8061
  公证员：陈豪彬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寻亲公告

  1996年6月，在河北省沧县李天木乡自来
屯村大道上捡拾一名有精神问题的妇女，多
方寻找妇女父母，没有找到。河北省沧县姚官
屯乡王福庄村王延平、郎俊利夫妇收养，至今
40岁，取名王苏霞，王苏霞于2013年4月25日生
育一女孩，名叫王玥，该女孩一直被抚养至
今。知情者请持有效证件与河北省沧县姚官
屯派出所联系：0317-4844939。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姓名：刘佳贺)于2018年8月29日，本人在吉林
省吉林市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
220203199409147019，有效期限：2018年8月29日-
2028年8月29日，签发机关：吉林市公安局龙潭
分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
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父亲：陈文，母亲：林鸿)陈嘉棋，2017年10月
1 2 月出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件编号
R350120202，现声明作废。
丁楠遗失摩卡车辆合格证一张 ，车架号
L G W E F 6 A 7 X M H 2 5 0 0 0 7 ，合 格 证 号 ：
WAN0X9213852023，发动机号：21420014941。
声明此证作废。
张译文于2021年8月23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220602197811141228，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本人王茗于2021年9月12日不慎将第二代身份
证遗失，身份证号码：3212832003071016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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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周莉律师由于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1911078972)，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修宇坤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146882Q，声明作废。
北京百川星源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京海演(团
体)〔2021〕0079号，声明作废。
飘沙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22733530)，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2765013399)丢
失，声明作废。
北京北太平庄天外天烤鸭店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8080691345，声明作废。
北京鑫媛品阁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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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8MA01H69B4N，声明作废。
北京京乐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263700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税号：110105MA02WTMJ8)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MA02WTMJ8)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
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昊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1202677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170016396X)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70016396X)正、
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贺世源泉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北京古丽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08041881992，声明作废。
北京鸿鼎奇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082829970E，声明作废。
北京鑫淼森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331166372983，核准号：J1000193360201，开户
行：中国银行北京大兴支行，声明作废。
福州市仓山区凤玲鲜肉店遗失公章(编码：
35010410007920)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德技华盾建筑门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0C5XF9C)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吉艾思特教育科技有限责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03UCU7A)作废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小鹿(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443883956)作废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9775809U)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好茵时间服装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517221T)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多众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ME719K)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煜垚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302MA01KTUU2T），作废公
章和法人金路人名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北京傲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2NCA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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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艾美博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H6GA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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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48196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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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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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达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CLJN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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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汇恒四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10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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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圻鑫源(北京)微晶材料科创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99774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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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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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生堂医药卫生研究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06008XU)经股东和
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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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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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DQ114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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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财兔创业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18286272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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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一(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QP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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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债务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人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51637572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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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贯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307612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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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7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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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天津佑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
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伍
仟万元减至玖拾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
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北京鑫媛品阁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H69B4N)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吝佳一，清算组负责人：吝
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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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元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12026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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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通、周庆文、陈进喜，清算组负责
人：陈进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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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乐城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52637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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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通、周伟珍，清算组负责人：周
伟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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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中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已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汇海智杰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亚派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曾勇、重庆雍策投资有限公
司、重庆康策投资有限公司、通利能源(重庆)
有限公司、重庆天联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力与王平于2021年3月12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李力已经将其享有的重庆市
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04民初
265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全部判决债
权98%的份额及(2021)渝0104执恢2号执行案
的全部执行债权98%的份额转让给了王平，
并由王平向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申请
将？(2021)渝0104执恢2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
人裁定由李力变更为王平与李力，现特此通
知你们各方债务人。

共同通知人：李力 王平
202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