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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军：本院受理原告巴州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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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波：本院受理了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胡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316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尚欠透支本金17 808.99元及利息，利息具体计算
方式为：以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从银行记账日起
按日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透支本金付清之
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
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遂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315元，由被告胡波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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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了原告鲁
威、徐金华诉被告成都凯策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昌林投
资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307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成都凯策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鲁威、徐金
华支付尚欠的鼎盛国际A区金座第1楼19号和鼎盛
国际B区第1楼附18号的租金共计人民币335 850.03元
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尚欠租金335 850.03元
为基数，自2021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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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昌
林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欠付的租金及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鲁威、徐金华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 900元，由原告鲁
威、徐金华负担900元，由被告成都凯策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遂宁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四
川省昌林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 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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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春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吾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初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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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马春林、杨年蓉：本院受理的原告才让多杰诉被
告马春林、杨年蓉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2321民初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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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
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乔志福：本院受理原告孙瑞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王老污、李老陆：本院受理原告潘老足诉被告李
文杰、王考污、李老陆、杨秀松及第三人榕江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八开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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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请尽快联系本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豫0402民初1241号 刘桂洁：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新华支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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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7800号 吕锡洋：本院受理原告
阚火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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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郑集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沈军强：本院受理原告黄春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答
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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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广水市人民法院
应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929号 张红英：本院受理原告
陈兰英诉被告张红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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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5995号 吴应进、陈瑶、海南中航鑫
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遂宁天达隆马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四川裕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宋惠群、吴应进、张验兵、陈瑶、陈相吉、海南中航
鑫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遂宁天达隆马置业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
七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5190794.77元及保
证金、违约金、利息，利息以5190794.77元为基数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二倍从2017年12
月6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为止；2.判令原告对东盟
国际清真产业园项目回购、出售、折价或拍卖、
变卖价款在劳务费5190794.77元及利息内享有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被
告全部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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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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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1210号 江兴桥：本院受理原告
李思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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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121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105号 郑远波：本院受理原告
郑德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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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10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071号 何勇：本院受理原告黄
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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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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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潘家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096号 何远波：本院受理原告
彭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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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
家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031号 白品卫、丁飞：本院受
理原告周建、蒋先涛、何梅、贺秋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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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家庄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032号 聂铭艳：本院受理原告周
建、蒋先涛、何梅、贺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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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潘家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杨维德：本院受理的赵延祥诉你、第三人程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向
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青2221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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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愿：本院受理原告五河县德彪名酒商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322民初9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如下：被告杨愿应支付原告五河县德彪名酒
商贸货款294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294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5.39%计算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愿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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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亦锋、方龙兵、许恋鸿、林义功、叶文莆、韦应祥、李
仲春、程飞、彭继祥、何红斌、孙昌国、张慧：本院受理
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甘亦锋【(2021)闽
0206民初12470号】、被告方龙兵【(2021)闽0206民
初12471号】、被告许恋鸿【(2021)闽0206民初12473
号】、被告林义功【(2021)闽0206民初12474号】、被
告叶文莆【(2021)闽0206民初12476号】、被告韦应
祥【(2021)闽0206民初12477号】、被告李仲春【(2021)闽
0206民初12478号】、被告程飞【(2021)闽0206民初12479
号】、被告彭继祥【(2021)闽0206民初12480号】、被告何
红斌【(2021)闽0206民初12481号】、被告孙昌国【(2021)闽
0206民初12482号】、被告张慧【(2021)闽0206民初12483
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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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赣0502民初3072号 周小华、郑海豹、包头
醒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建鹏与被
告周小华、郑海豹、包头醒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赣0502民初30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范凡、王燕亮：本会受理的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邯郸市诚信住房置业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纠纷
仲裁案，仲裁庭已做出裁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邯仲裁字第0496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邯郸仲裁委员会
高雪：本会受理申请人徐州朋信起重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与你、山东双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
知、开庭通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委一庭不公开审理。如
届时你未到庭参加仲裁，本庭将依法缺席仲裁。

徐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韩必元：本院受理农业银行保康县支行与你及曾照
和、龚光荣、龚国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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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寺
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王斌、唐昌清：本院受理原告伍贤生诉被告喻正华、
王斌、唐昌清、攀枝花市天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七
星关区扶贫有限公司、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贵州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502民初6986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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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姗姗：本院审理盛凌云诉卢阳光与你及第三人彭
毛国、彭清香、袁伟、柯双双、卢海燕执行异议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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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拥军：原告齐学军诉被告六安市金安区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处行政协议一案。本院受理后，因本案处
理结果与你存在利害关系，故依法将你追加为本案
第三人参加诉讼。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1502
行初27号案件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参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依法审理。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刘瑞青：本院受理原告宽城瑞环蔬菜店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827民初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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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王秀芳：本院受理张管理与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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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涡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吴武良：本院受理原告朱红海与被告吴武良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05民初2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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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雨：本院受理周唯健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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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
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东北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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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更龙：本院受理锡山区东北塘众展不锈钢剪折加
工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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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205民初270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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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天发不锈钢有限公司、李镇军：本院受理无
锡展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0205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东北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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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7576号 张云波：我院受理原告
叶林光与被告张云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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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欢：本院受理原告吴志文与被告王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82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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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泽涛：本院受理的(2021)云0423民初510号原告
张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该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判令被告
刘泽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所欠货款
294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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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加俊：本院受理原告大冶中亿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大冶分公司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大冶市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何永辉：本院受理朱素梅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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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14时在本院联盟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潘小亚：本院受理原告潘大追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已审理完毕。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上诉状副本、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材料。
限你在60日内到本院民事庭领取民事上诉状副
本、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崔中卫：本院受理原告姚得胜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
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店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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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尹在炳：本院受理杨入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523民初17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送达后满
十五日不上诉，此判决生效。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上海腾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平县岳峰不锈
钢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腾麒科技有限公司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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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各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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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整(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胡为陵：原告黄向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件民事诉状、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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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能绿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夏勇：原告铜
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诉状、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告知合议
庭通知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送达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明松
诉你公司及重庆海博建设有限公司、叶强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
0602民初527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告知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09：0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南宁远科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西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桂林永福供电局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2021)桂0326民初240号]，本院依法追加
当事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分
公司为本案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当事人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2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答
辩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永福法院百寿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2021)皖1221执975号 于磊磊：本院在执行张景
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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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皖1221执975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于磊磊所有的位于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印象高迪花园12号楼606室
(产权证号：苏(2018)昆山市不动产权第0087205号)；二、
网络询价报告：对被执行人于磊磊所有的位于江苏
省昆山市千灯镇印象高迪花园12号楼606室(产权证
号：苏(2018)昆山市不动产权第0087205号)进行网络询
价，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出具的单价为11467
元/平方米(总价为1032833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
平台出具的单价为12993元/平方米(总价为1170280
元)、京东大数据询价平台出具的单价为13941元/平
方米(总价为1255686元)，逾期领取，本院将按三方评
估报告的均价(总价为1152933元)依法进行司法拍卖。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2021)皖1502破申5号 本院根据六安市博祥置业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8月26日裁定受理六安市
博祥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1年9月6日
指定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六安市博祥
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2月5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皖西大道大地华
府售楼部二楼六安市博祥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
公 室 ，邮 政 编 码：2 3 7 0 0 0 ；联 系 人：孙 良 柱
13470897516、武明珠15956441219)申报债权。逾期
申报债权的，可以依法补充申报，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六安市博
祥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12
月20日上午9时在六安索伊君澜大酒店(地址：安徽
省六安市金安区皋城东路与安丰路交叉口东100米
索伊大厦)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位债权人准
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范小君、丽宇达(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业仲达旅行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
人孟卫东、苗爱勤与被申请人郑文超、一审第三人
郑学仁、范小君、丽宇达(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业仲达旅行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豫17民再26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请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林承志、冯佳斌、钟兵、李禄生、李霞明、陈智聪、吴胜
明、岳川、王继隆、杨陈、任曾辉：本院受理原告天下
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承志【(2021)闽0206民初
12484号】、被告冯佳斌【(2021)闽0206民初12485号】、被
告钟兵【(2021)闽0206民初12486号】、被告李禄生

【(2021)闽0206民初12487号】、被告李霞明【(2021)闽0206
民初12489号】、被告陈智聪【(2021)闽0206民初12491
号】、被告吴胜明【(2021)闽0206民初12492号】、被告岳
川【(2021)闽0206民初12494号】、被告王继隆【(2021)闽
0206民初12495号】、被告杨陈【(2021)闽0206民初12497
号】、被告任曾辉【(2021)闽0206民初12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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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马存福、李栋邦：本院受理陈润钊等诉马存福等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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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峰：本院受理蔡春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1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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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青：原告范光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
0381民初9209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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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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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青：原告陈孝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浙0381
民初9217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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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9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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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璐：本院受理李凤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1524号起诉状
副本【1.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464699元及
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LPR贷款利率
150%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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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汪清县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延边耀天然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河北鑫兴调压器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21民初1263号起诉状副本【1.原告要求判令汪清县
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114300
元，延边耀天然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2.依法判令汪清县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向
原告支付所欠货款利息4423元(自2020年11月16
日至2021年7月9日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平均3.85%
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利息按此标准另行计
算，延边耀天然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司法公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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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周承军：本院受理于根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1160号起诉状
副本(1.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298000元及
逾期利息3166元，共计301166元(以298000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同业拆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
2021年6月15日暂计算至2020年8月15日利息3166元，其
余利息以此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及司法公开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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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肖彦章：本院受理李保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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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宝祥：本院受理李建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
13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廿里铺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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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周纪红：本院受理张泽诉你及王昌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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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9时在本院西湖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金树宝：本院受理相海峰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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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8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王一波：贵州晴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
马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
2021年8月11日立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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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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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
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张刚友：本院受理黎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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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1675元，公告费46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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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正典：本院受理王恩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2021)冀0821民初2677
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人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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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苗坤：本院受理王炳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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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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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小飞：本院受理黄春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初173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朱福秀：本院受理沈丽珠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初13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田村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邹锦龙：本院受理黄宏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初171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田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赣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范丽娟：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
市城北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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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朱双科：本院受理杨明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偿还借款20000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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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9：30在本院曲石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刘朝美：原告伦全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628民初182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伦全明与刘朝
美离婚；二、双方共同生育子女伦沁嘉由伦全明
抚养，刘朝美不支付抚养费；三、案件受理费300.00
元，由原告伦全明承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届满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光县台晨纸箱机械有限公司申请
公示催告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于2021年3
月16日发出公告(并于2021年4月5日刊登于法治
日报)，催促利害关系人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
月28日止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
向本院提出申报。本院于2021年8月2日依法作出
(2021)苏0621民催2号民事剂决书。选稿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东光县台晨
纸箱机械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邓志方、夏家民：本会依法受理温力强申请与你方
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241号)。因申请
人补充提交了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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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延期结案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答辩期满后仲裁庭将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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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
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佛
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伍世杰：本会依法受理司玉合申请与你方租赁合同
纠纷仲裁案([2021]佛仲字第1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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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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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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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
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址：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刘金成、黎群英、刘建嫦、刘建萍、周异勇、深圳市安
普富诚科技有限公司：本会于2021年8月9日，受理申
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与你的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2021)肇仲案字256号，本案适
用金融仲裁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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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组成仲裁庭，定
于2021年12月7日上午9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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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前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2年1月6日前。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肇庆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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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书

英雄烈士陈刘飞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本人
因酒后发表贬损英雄烈士陈刘飞的不当言
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影响了英雄烈士的崇
高名誉，特此向为公共利益牺牲的英烈和家
属及社会各界道歉，最大程度消除影响，认真
悔罪，引以为戒。

道歉人：贺俊有

遗失声明

法制日报湖北记者站胡新桥记者证不慎遗
失，记者证号：B1 1 0 0 8 0 6 6 4 2 0 1 1 1。特此声明
作废。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刘莎于2021年9月12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
号：430211198509140046现声明作废。
付达遗失警官证，证件号003718，声明作废。
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张德龙律师由于不
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1101200410676785)，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北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08170710935，声明作废。
福州抗菌素厂劳动服务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北京杜翎美容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101052372070，声明作废。
北京市精佳园机械厂遗失财务专用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102187611B,声明作废。
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北京音乐制作室(注
册号：110105129609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801872212)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801872212)正、副
本，声明作废。
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北京音乐制作室(注
册号：1101051296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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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北京军鼎亭库建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 2 1 1 0 1 0 5 L 2 0 5 2 7 2 4 0 E ，注 册 号 ：
110105601955218)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军鼎亭库建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 2 1 1 0 1 0 5 L 2 0 5 2 7 2 4 0 E ，注 册 号 ：
11010560195521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税号：372925197208153713)
正、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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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5757710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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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方华创新能源锂电装备技术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81110000MCL2793490，法定
代表人：赵东林，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瞿连宝商贸中心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5MA01J62278，声明作废。
北京香可君小吃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21108260716990,声明作废。
北京天龙伟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1WD022)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美全食品有限公司包装厂 (工商注册
号：110224190000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
名章、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诺 斯 奇 玩 具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6019218913)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澜庭集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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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106MA0059GF3Q，声明作废。
上海飒飒金属有限公司遗失正本提单一份
(三正三副)，提单号SHFLX2106140106，船名航
次：OOCL INDONESIA/016W，声明作废。
广西南宁秀珀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南宁铭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
金额：27000元，编号：0845365，声明作废。
天津宏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0MA06X0R12F)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铭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2MA077EQK9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建鑫婷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2MA077L1Y3X)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恒瑞诚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2MA07799G4G)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志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2MA077N071Q)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亮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2MA077EN30L)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西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05MA071C5X37)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河带商贸(天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05MA06W4TJ87)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盛世青枫安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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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4MA05PE3G6W，声明作废。
天津贝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73N9W17)不
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元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222MA06LDWB61)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华唐(天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2MA06LDWG79)不慎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河北区楚门酒吧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120106199005287525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织布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DUD9K)作
废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世起永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31799076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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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半半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7724171C)作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峪西盛业商贸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10107MA010K9U53)作废财务
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奎斯特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798541868Y)作废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吴天玉中药研究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7NLB1F)作废法
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德益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R7XA61)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东方普源商贸中心(注册号：
1101081448420)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远方华林科技发展中心(注册
号：1101081443174)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凯都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1101082043009)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聚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W58G8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胜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685798157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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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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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G7B9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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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控思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55408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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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6343380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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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5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根金道商业管理中心(有
限 合 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MA018AJK31)经合伙人决议，拟向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25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向本企业提出清偿债务或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口袋亿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740122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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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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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慈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8R8K9R)经董
事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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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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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宜佳宝家政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DXK6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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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久缘伟业商贸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764230383X)经投资人决定，
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投资人：陈
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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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国好居(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FK3J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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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兴国、赵开玉，负责人：
焦兴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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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都科贸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110108204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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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雄、余键、吴普林，清算组负责人:吴
普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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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音乐
家音像出版社北京音乐制作室(注册号：
1101051296099)经出资人决议,拟向工商登记机
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崇本堂(北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5014986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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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義茹、周广福，清算组负责人：周
广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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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北京多元智慧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2292128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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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
业投资人罗青、林洪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
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罗青、
林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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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电话：18911369738。
清算公告:茌平天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注册
号：371523228000321)于2021年8月20日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特此公告。清算组地址：山东
省聊城市茌平区振兴街道铝城路2629号(原
公路局办公楼)2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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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七日·六十九期书画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拍卖时间：9月26日(星期日)12：00-21：00
拍卖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预展时间：9月24日-25日
预展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公司名称：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7号京
瑞大厦B座11B
咨询电话：010-67668866转81102
     13701322088 13811506066
传  真：010-87667551

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七日·七十期书画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拍卖时间：10月3日(星期日)12：00-21：00
拍卖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预展时间：10月1日-2日
预展地点：微信小程序“宏大网拍”
公司名称：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17号京
瑞大厦B座11B
咨询电话：010-67668866转81102
     13701322088 13811506066
传  真：010-87667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