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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5543号
郑沙龙(住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盛达路38号，
公民身份号码：350521198908055518)：本院受理
原告熊星与被告郑沙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1、请求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28882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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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20日上午
09：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
中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886号
李玉珍：本院受理原告刘刚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初
4886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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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
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770号
张正举：本院受理原告郇中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23民
初4770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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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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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王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440号
刘习超：本院受理原告陈棒诉你与第三人姜
亚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323民初4440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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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集法庭开
庭审理，通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司光琼：本院受理原告王网兴诉被告司光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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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重灿：本院受理原告贝为柚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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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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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华：本院受理原告戴亚锋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582民初59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乐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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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265号
王春礼、李白雪：本院受理原告马欢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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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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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0号
赵焕、赵中民、李海侠、凌海龙达汽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徐州徐工物流有限公司泉山分
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3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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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1号
黄帅：本院受理柳献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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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法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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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号
赵继鸿：本院受理原告时久宇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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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号
西玉龙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徐州市金芬钢模出租供应站泉山区分
站诉你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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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号
张崇：本院受理原告胡元杰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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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号
陈泽民：本院受理原告张志森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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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号
穆静：本院受理原告薛金鹏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01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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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号
陈正龙、杨夏英、杨帅英：本院受理原告张松
与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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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号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
九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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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号
李乐存：本院受理原告张元兴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311民初2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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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号
贡桥才达、索朗卓玛：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徐
工物流有限公司泉山分公司与你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5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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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8号
李林：本院受理原告徐州鸿杰教育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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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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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9：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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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6号
刘娇娇：本院受理原告杨建磊诉你民间借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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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10：3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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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号
海南云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蔡樱：本院受
理原告徐州万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审理并作出判决。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
本院(2021)苏0311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第十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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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东：本院受理易继丹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己审理终结并判决准许离婚，因原判决
书存在笔误，本院裁定予以补正，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鄂0529民初88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莉：本院受理郭茂兵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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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集法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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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瑜：本院受理李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122民初
32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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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市蓬江区鑫兴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安徽福门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皖012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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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公慧：本院受理陶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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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庄月香：本院受理原告林春玉诉被告庄月香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云0802民初173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1.由被告庄月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林春玉海鲜款293200元
及自2021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5.775%计算支
付逾期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由被告庄月
香承担案件受理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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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八英：本院受理原告刘福香与被告温八英、
赖水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赖水莲在法定
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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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陈桂东：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
人(原审原告)汪传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北省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13民终34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郝店
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王迪：本院受理原告于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0727民初6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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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李家帮：本院已受理原告董红强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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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师市豫苏实验学校：本院受理赵贤龙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皖1324民初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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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玉桥：本院受理原告李进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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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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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泽华：本院受理原告庄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26民初7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良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金学军：本院受理江苏项王故里景区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给付租金678903元、违约金706059
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21年5月27日，并按月
利率2%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时止);2.案件受
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限期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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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1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第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刘珊：受理原告宿迁世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1302民初651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刘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宿迁世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租金19万元及违约金6.5万元，合计25.5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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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87元，
由被告刘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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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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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陈博雅：原告鲁飞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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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亮怀、周柳菇：原告黄菊玲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皖0705民初2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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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金国付：本院审理西塞山区林氏轮胎批发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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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塞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297号 梁宇：本院受理原
告陆津津与被告梁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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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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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8346号 朱阳春：本院受理
原告周优国与被告朱阳春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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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1
日0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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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7745号 干重敏、牟国青：我院
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荆支行与被告干重敏、牟国青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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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长河：本院受理曹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吉0881民初2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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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陈雪松：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422
民初4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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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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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楠：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422民初4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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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道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方心谦、方心思：本院受理原告寿县旭东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诉被告方心谦、方心思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皖0422民初2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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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本院受理杨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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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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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诗雅：本院受理原告刘公良诉被告程玉锦、
刘诗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849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蓝叶科技有限公司、刘其顺：本院受理
锡山区查桥骆氏车辆配件厂诉你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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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安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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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景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00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周景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赔
付34400元，并承担诉讼费33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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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玉：本院受理原告周芝梅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案号：(2021)桂0326民初937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权利义务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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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寿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徐剑锋：本院审理原告华红鹰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3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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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雪：本院审理原告倪程斐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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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玉久：本院受理原告周荣华与被告王玉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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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323民初2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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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李成林、刘丽艳：本院受理原告葛和亮与被告
李成林、刘丽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
初2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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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许乃国：本院受理原告张玲与被告许乃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2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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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张雷：本院受理原告黄峰与被告张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3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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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陈正伦：本院受理原告朱金亚与被告陈正
伦、被告朱建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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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1 )苏
1323民初1482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2618号
黄国正：本院受理原告张玲玲与被告黄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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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323民初261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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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广与被告李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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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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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4号
贾通：本院受理原告庄雪青与被告贾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088号
郑鑫：本院受理的原告谢莉莉与你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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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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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2612号
孙勇：本院受理原告杨继东与被告孙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法律规
定，向你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054号
平湖市森利箱包配件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2064190018Q)、徐启灶(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10328351X)：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金涌
塑化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30日。本院定于
2021年12月21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葛旋：本院受理原告马文程诉你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催
缴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催缴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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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5号
崔顺：本院受理原告罗强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告罗强对本案
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0311民初2675号
上诉状副本、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十六法庭领取
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428号
晏诗怡、杨成龙：本院受理原告王诗淇与你
们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28号
民事判决书、(2021)苏0311民初428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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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博艺与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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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号
无锡企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无锡
企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费孝兰
与你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1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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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1825号
刘太泽、彭碧华：本院受理原告林方波与被告
刘太泽、彭碧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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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
告刘太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林
方波偿还借款本金185 000元及利息(利息的
计算方法为：以尚欠借款本金185 000元为
基数，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借款
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进行计
算)；2、驳回原告林方波对被告彭碧华的诉讼请
求；3、驳回原告林方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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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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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2054号
彭毅：本院受理原告李群芳诉被告彭毅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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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彭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赔偿原告李群芳医疗费1 309元；2、驳
回原告李群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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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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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1975号
遂宁市装巴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蒋华贵与被告遂宁市装巴适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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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遂宁市装巴适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
蒋华贵支付货款71 998元及逾期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为：以71 998元为基数，自2020年7
月15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2、驳回原告蒋华贵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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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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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民初3304号
刘卫东、吴芬：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化明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3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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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4号
周波、杨月红：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得亮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4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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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朱秀才：本院受理何丽宏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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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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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40分(节日顺延)在霍邱县法院第六审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2020)豫0402民初4134号
孙号兵：本院受理原告杨雨萱诉你与武桂萍、
河南德信泉商贸有限公司公共场所管理人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0)豫0402
民初4134号民事判决书。武桂萍不服判决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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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青海驰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青海青
海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你司、朱庆虎、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朱
玉安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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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萍：本院受理胡文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4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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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见、尹荣：本院受理洪显魁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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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杜恒侠：本院受理梅俊军诉你和任成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诉称：被告及时支付借款30000元。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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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2021年8月31日15时在本院第
十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许文秀：本院受理王海平诉你等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给付原告劳务费20，000元，被告薛传友对本判
决第一项确定许文秀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在其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许文秀追偿。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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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莲伶：本院受理蔡胜军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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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浙江高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浙江
高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阳国祯燃
气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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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青：本院受理徐明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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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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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安明：本院受理权学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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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2021)黔
0323民初208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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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高有亮：本院受理王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
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
证期分别在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唐禄群：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鑫禾建材经
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少博：本院受理西宁城北永聚宝建材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及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汪天金：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黔西南分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黔2322民初352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证据副本、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三个规定”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时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
(节假日顺延)，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理
由，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江苏远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吴利明、江
鹏飞、张森：本院受理江阴思迪科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们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须知、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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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徐国忠：本院受理颜根海与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6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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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
阴升钧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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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程序通知书、廉政告
知书、审判团队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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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秦浩然：本院受理江阴益茂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告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雷德超：本院受理叶善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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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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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小健：本院受理周冬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初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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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佳：本院受理徐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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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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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利辛县天鑫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阳市
友好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及高飞、张夫勤、第
三人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追偿
权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4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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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亚鹃：本院受理蒋晓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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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南京圣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蔡运瓦：本院受
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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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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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志伟：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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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罗昭龙、魏忠容：本院受理绥阳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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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陈时江：本院受理郭廷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
74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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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2021)遵仲裁字第512号
湖南金木土建设有限公司、湖南金木土建设有
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申请人梁正伦、张兴强与
你公司关于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申
请人梁正伦、张兴强的申请，因无法通过其他
法定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开
庭时间2021年11月18日9时30分，地点为遵义
仲裁委员会仲裁庭(遵义市新蒲新区交通博
物馆C区一层)。逾期本会将依法缺席审理。

遵义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英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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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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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洪燕：本院受理张冬琴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28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郑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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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潘忠勋、潘昌伦：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323民初2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郑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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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娄小丽：本院受理丁正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
2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16000.00元，案件受
理费320.00元，公告费460.0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郑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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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李明恩：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分行诉被申请人李春奎、你、薛亚
秋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202民初2922号民事裁定书(保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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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李世学：本院受理富振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民初
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赵延斌：本院受理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石
桥新开路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882民初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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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陈奎财、郝素岩：原告李志会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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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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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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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黄伟：本院受理董然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2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付恒尧：本院受理岳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民初
1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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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杨春普、郎英杰：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及傅大伟、刘福杰、解春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辽0115民初1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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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袁胜军：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984民初3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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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沧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
袁浩：本院受理赵娜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公
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郑京南：本院受理李群娣诉你离婚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高鹏：本院受理林龙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赵晓玲：本院受理白尔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0：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曙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佟佳：董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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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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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张恒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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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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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荣：本院依法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金州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2013民初4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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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沈昕：本院受理杨毅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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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马吉祥：本院受理郭腊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现在公告向你送达(2021)鄂0683民初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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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永清：本院受理孔庆财诉你及周雪松、周
志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鄂0683民初5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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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副本二份，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潘广庸：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朱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339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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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潘广庸：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与朱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辽
0115民初339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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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八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林贻义：本院受理奇台县诚信缘压缩机经销部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新2325民初3398号起诉书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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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韩树贤：本院受理胡春蕾诉你离婚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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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桥头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金振双：原告陈锡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
浙0381民初9441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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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14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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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勇：原告徐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
0381民初9475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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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14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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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英：原告瑞安市继芬服饰经营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案(2021)浙0381民初9485号，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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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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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沈阳华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韩晓彤与你方(被申请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
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交
答辩书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公告期满后
第17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方于仲
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
知书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
后的第9日下午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地
点为本委第二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大连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徐有花：徐有花介绍他人参加传销案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自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局领取《青黄市监罚
告〔2021〕397号》，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联
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宝山镇七宝山二路市
场监督管理所，联系电话：0532-82195679。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刘士奎遗失出租车风险保证金收据，号码

2004264，金额20000元，开具日期：2007年6

月4日，声明做废。

北京龙腾兴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23443740819)不慎遗失北京增值

税普通发票(17份)，发票代码：1100173320，发

票号码：57765559-5776557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龙腾兴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23443740819)不慎将税控盘遗失，

税控盘编号：499907545400。特此声明作废。

深圳太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000420081367，声明作废。

北京智育乐全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110108600714045，声明作废。

智兔(北京)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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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10114MA01CN3B5A，声明作废。

北京嘉德世纪服饰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593871206R，声明作废。

北京弘澍技术培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62758099，

声明作废。

金钟罩(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人 名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1C5M4XQ，声明作废。

北京朵颐天地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5MA01GL5F7Y)不慎遗失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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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璐嘉芬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106012771139)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6553077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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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称：北京金汇通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新

名称：北京蓝科安创应急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788617160M，声明作废。

捷邦时代(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 注册

号：110 1 0 1 0 1 4 6 0 6 6 6 2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 税 号 ：

110101590681941)正本，声明作废。

北京飞龙骐骥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TLKF30，声明作废。

融汇联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110000019515696)声明作废。

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朱家峪股份经济合作

社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1212030103000001399，核准号：J1000095027402，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密

云支行冯家峪分理处，声明作废。

北京市鑫国城经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卫生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丰卫环监字(2018)第

0418号，声明作废。

北京迪康科技有限公司，因不慎丢失由清华

大学开具的一张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项

目名称：培训费，加盖清华大学结算财务专

用章。票据号码：1746048978，抬头：北京迪康

科技有限公司，金额：68000元，开票日期：

2018年7月9日。声明作废。

北京熙和益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将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遗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13012885780，特此声明作废。

贵阳市南明区贰拾肆客捌拾叁便利店遗失

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核发日期：2019年7月22日，许可

证编号：JY1520102028091，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同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8MA01ANLC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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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超享勒芒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Q51MXQ)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金涨假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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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北京腾达利丰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339782849M)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睿宝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BTRN7F)作

废公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旅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RYKEX0)经股东大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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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鸿世鼎盛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3554275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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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嘉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9KF07T)，经股东

会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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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酉金天成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Q92D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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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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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孚跃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8MA01FH0K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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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创信科(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8RBX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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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4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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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国信中科信息技术研

究院(注册号：110105010368540)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

记，投资人：任大争，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60日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网刊通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5260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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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青、方伟，清算组负责人：

庄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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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菊苑文化旅行社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4002329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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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羽、北京儿童科技中心、

徐永年，清算组负责人：赵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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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爱尔森特(北京)国际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吊销已满三年，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简易注销登记，现登报申明，并郑重承诺：本

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

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

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

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本企业承诺申请

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涉及国家规定

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正

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的；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

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有正在被立案

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

政处罚等情形的；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

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

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本企

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凌厉对以

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

本企业投资人凌厉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

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

和惩戒。联系人：凌厉，13581676500。

遗失声明

  证件类别：身份证，持件人姓名：肖作文，

证件号码：422403197212260430，归属地：湖北荆

州，有效期：20年，遗失时间：2021-09-02，备

注：自遗失当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为身

份证明或抵押、签暑之具有法律效力之文

件、电信、移动网络开户等均非本人授意或

签暑，若非本人持证，产生一切后果本人概

不负责；由此张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

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严证声明。

遗失声明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XIAMEN

HAPPYSTAR IMPORT AND EXPORT

CO.，LTD）两份原始提单正本遗失，提单号

XBKK21080356和4358-0172-108.011船名航次

 SITC BANGKOK V.2114S和MATHILDE

MAERSK V.132W箱号BMOU3166996和

MSMU7686970 开航日2021年08月20日和

2021年08月23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