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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衡水光达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博林印
刷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元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第三人衡水光达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1 )冀1182民初1319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裁
定，可自公告送达后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一式三份，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该裁定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李雨琴、杨铁刚：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中铁北京工
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进强、贺少新，第
三人李雨琴、杨铁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11民初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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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
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建业：本院受理郭喜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173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一式两份，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该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梁春华：本院受理张亚飞与被告孙晓晨、李增群、
陈晓红、梁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1182民初181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该判决，可自公告送达后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一式六份，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该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王超、孙建永：本院受理金铭学诉张海东、葫芦岛市
连山区鑫浩源运输车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葫芦岛市分公司、永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葫芦
岛市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唐山市分公司及你二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1422民初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无锡房天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孟宪祥
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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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鹏展：本院受理原告江阴市柔派服饰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
(2021)苏0205民初3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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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玉萍、钱程：本院审理原告陈雪晴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2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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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8671号 黄王钱：本院受理原告
段邦顺、陈存福、周振旺、谢千松、徐立成与被告
黄王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1年
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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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2号 王帮：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市精工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帮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起60天内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21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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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纪岳、盛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盛纪岳、盛挺被继承人债务
清偿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47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262号 贵州融代建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乐成街道仰根股
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贵州融代建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通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诉讼须知及风险提
示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限届满后次日起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限届满后次日起30日。本案定于2022年1月
1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三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肥东金吉鸟健身中心：本院受理张永兵诉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钱保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海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判令被告清偿原告
信用卡欠款本金9930.16元、利息1118.45元、违约金
572.44元)、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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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
的，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张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
海县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判令被告清偿原告信
用卡欠款本金17694.27元、利息4142.34元、违约金
1045.67元)、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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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
的，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王玲：本院受理原告王从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按年息
6%计算)]、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监督卡、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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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2号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
的，不影响本院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徐进：本院受理原告李素娟诉被告徐进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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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刘跃升：本院受理(2021)川1702民初5914号原告曾凡
强、罗希源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二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北外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保定市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王
萌萌、柳溪与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1)冀0607民初247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胡小琴：本院受理原告黄石市下陆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黄朝明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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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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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彭：本院受理陈云华与你合伙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
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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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高家旺：本院受理陈碧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
初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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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位静：本院受理朱其瑞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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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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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许祥龙诉
马鞍山天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和县隆盛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和县隆盛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就(2021)皖0523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和县隆盛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上诉状副本。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依法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李宗金：本院受理徐吉永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判
决准许你们离婚，婚生子徐浩由原告抚养，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0523民初2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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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陈剑波：本院受理王均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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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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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吕中梁：本院受理韩艳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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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宿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原告铜陵
市五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705民初1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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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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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诉被告王泽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104民初1168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及原告举证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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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至11
时0分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本院第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丹东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庆国：本院在受
理原审原告陆家明、李伟诉原审被告程金苓、丹东
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庆国申请执行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辽0604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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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盐城市曼妙绣语商贸中心：本院受理(2021)苏
0981民初5256号原告鞠婧祎与被告盐城市曼妙
绣语商贸中心肖像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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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东台市人民法院科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书波：本院受理原告大连国贸成鑫投资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书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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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寇斐、申杰：本院受理原告初峰诉你们债权人撤
销权纠纷和债权人代位析产纠纷两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夏正宣：本院受理唐建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唐建明
支付下欠租赁费用70，814元(内容详见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21民初1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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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
于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
楼琼、黄积朝：本院受理深圳市皇庭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广西钦州分公司与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
初3403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答辩状提交和提交证据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1年12月29日15：30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张福洪：本院受理薛凤英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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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告知书、审判团队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金素玉：本院受理曹丽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诚信
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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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振伟：本院受理吴菊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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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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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韩涛：本院受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
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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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281民
初10442号民事裁定书(简转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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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健、梁海阔：本院受理董明聪与南京紫铭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第三人芦健、第三人梁海阔公司解
散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1183民初3353号民事裁定书(移送南京市栖霞
区人民法院处理)。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熊田仁：本院受理原告马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211民初544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原告马琳与被告熊田
仁离婚。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后为300元由原告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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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陈享华：原告汤广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1)
粤1427民初78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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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娜：本院受理运城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赵跃鹏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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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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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8：30在本院
315室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佟富民：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景凤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吉0581执273号
之七执行裁定书(查封曲桂清名下位于梅河口市团
结街二委十八组，幢号3/2-148-4-6，建筑面积76.23平
方米的房屋一座)，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淮安启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市
雨花台区鑫升华丽石材养护服务中心与淮安雄杰
建材有限公司、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9695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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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节假日顺延)9：30在本院汤山人民法庭
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郭士瑞：本院受理李飞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985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汤山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南京嵘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禾
田建设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禄口法
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姚丽花：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江阴
分行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281民初3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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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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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阳飞：本院受理吴建国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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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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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祥：本院受理姜胜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诚
信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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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水军：本院受理许发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5035号民事判
决书：赵水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发
胜货款61000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7月16日起至
货款付清之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
5.77%计算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1330元，减半收
取计665元，由被告赵水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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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张红刚：本院受理张玉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7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新大楼407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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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姚远：本院受理胡朝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219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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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刘怀明：本院受理绥阳县安捷汽车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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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十花：本院受理严左祥诉你婚姻家庭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5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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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赵宗珍：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黔西南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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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张晓娟：本院受理贾洪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83民初
1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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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王正桃：本院受理张立新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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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桃：本院受理蔡宏祥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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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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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婷：本院受理李彬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2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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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拍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裴文庆：本院受
理(2021)苏0981民初3391号原告滕菲与被告东
台市拍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裴文庆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组成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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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拍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裴文庆：本院
受理(2021)苏0981民初3751号原告韩冰与被告
东台市拍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裴文庆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组成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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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张永桂：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3445号原告东
台市富顾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张永桂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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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程梓：本院受理原告陶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381民初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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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刘竟成：本院受理原告黄新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381民初
2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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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毛老二：本院受理原告余汉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1381民初
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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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蒋汉平：本院受理原告陈洪富诉你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青2221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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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祁连山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昌海
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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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石嘴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贺海忠：本院受理原告马生虎诉被告贺海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青2221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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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祁连山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明海
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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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石嘴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朝明：本院受理原告史便诉张朝明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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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楼民事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819号 徐州巨仁兴商务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张旭光：本院受理原告李飞与你
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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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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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代龙：本院受理原告何娟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独任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冯友强：本院受理吴冉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133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周秀英诉被告乌兰县吉仁生态农牧业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202 1 )
青2821民初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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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曹小明：原告遂宁市顺发租赁站与被告曹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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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曹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遂宁市顺发租赁 站 支 付 租 金 人 民 币
69199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本金69
199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
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 520
元，由被告曹小明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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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冀0107民初346号之一 张宝良：本院受理
原告霍喜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107民
初3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6891号 多次、次仁措姆、才达、
宁夏望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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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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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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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号 王伟、张恒：本院受理
原告石卫国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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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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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9号 徐州飞虹网架建设有
限公司、徐州天能姚庄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江
苏丰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迈达重钢结
构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银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王晋勇、岑德莉：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3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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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9号 危剑军、项冰娥、李富
强：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311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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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4号 周军学：本院受理
原告陈尔举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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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3号 林伟、毛新富：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徐州泉
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493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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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6200号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刘
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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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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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号 徐州恒天德尔重工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心实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金都置业有限公司、徐州冠宸实业有限公司、
罗国征、蒋博：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 苏0 3 1 1民初
1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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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2322民初2162号 陈敬：本院受理兴仁县
帅国飞汽车租赁中心与陈敬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黔2322民初2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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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献县刘迪建材租赁站、刘迪、刘东兴：本院受理
上诉人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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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贵州铭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犹春凤
诉你单位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等劳动争议一案，经本委通知，你单位无
故缺席，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复劳人仲案【2021】1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地址：邯
郸市复兴区建设北大街519号复兴区政府，联系
电话：0310-3148285)。如不服本裁决，应于本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不起诉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邯郸市复兴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米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市分行诉被告米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
皖0104民初8173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所举
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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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1年12
月29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
接中心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山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市分行诉被告张山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皖0104民初8171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原告所举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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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1年12月29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接中
心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成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市分行诉被告张成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1 )皖0104民初8162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
所举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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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1年12
月29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
接中心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张春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诉被告徐应兵、张春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2021 )皖0104民初9276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原告所举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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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1年12月
29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接
中心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高峰：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高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0104
民初9260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所举证据复印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法院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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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2021年12月29日上午10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接中心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王振：本院受理原告张海龙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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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冰、张晓、庄文领：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涡阳县兴阳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
无锡市威澄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孙晓亮、孙业胜：
本院受理原告常峰诉被告丁政与你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了
(2021)苏0205民初313号民事判决书，对此丁政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
现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陈新锋、陈忠：本院受理路景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
0205民初1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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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亚林：本院审理原告陈忠贤诉你方，段向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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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丹：本院受理朱朕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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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家雄：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
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被告
汪家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行偿还所欠信用卡
本金6339元、利息638.41元、违约金375.07元、手续
费7.65元(自2021年2月23日起至清偿之日，利息按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章程》和《中国农业
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
付)。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00元，由被告汪家
雄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3民初
1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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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彭传明、王锐：本院受理原告湖北宜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宜城市金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20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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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244号 程远兵：本院审理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
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382民初3244号
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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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克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应武与被告黄克林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5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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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自继：本院受理原告方垚赟与被告江自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7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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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爱华、倪学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告黄爱华、
倪学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7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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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慧：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金
安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58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妮、李亚：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李妮、李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1)皖
0422民初4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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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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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光市华金钢结构有限公司、程琳：本院受理韩
孝芳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公告送达日期为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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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陈刚：本院受理原告窦培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2021)皖1182民初3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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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安徽鼎鸿钢结构有限公司、路春锋、安徽三缔沥青
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芳与被告阜阳煜达
商贸有限公司、安徽鼎鸿钢结构有限公司、路春
锋、安徽三缔沥青材料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皖1202民初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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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视为不上诉。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崔红学：本院受理原告金昌艾诉你与平邑东蒙书院
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1326民撤7号一
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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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绍兴小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吉林
壹柒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小刻网终
科技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吉02民初5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黄举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朝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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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吴雷：本院受理郭玉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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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刘桂英、李颖：本院受理刘献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881民初
118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王刚：本院受理张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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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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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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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丹徒法庭第四审判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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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赵会强、崔红格：本院受理尚万民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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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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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家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肖义涛、陈绍昌：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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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0115民初270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八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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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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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敬瑶、许国栋：本院受理于泳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追加被告申请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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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丽丽、穆春瑜、张晓宏：本院受理刘春雨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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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王宇豪：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猴桥纸
箱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09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纸箱辅料货款12565元及
以未偿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元，由被告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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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周顺风：本院受理云南金鑫大农业有限公司猴桥纸
箱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09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纸箱货款134109元及以未
偿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982元，
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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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国苍：本院受理陈登向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1843
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劳务费
47000元。案件受理费974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唐晓波：本院受理腾冲市猴桥镇华威农资经营部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 )云0581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农资货款83900
元。案件受理费1896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周朝军：本院受理封在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581民初370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给付原告香烟款1695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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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玉龙雪域飞鹰航空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玉溪市江川区政府诉你公司与玉溪云上飞鹰
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1年9
月2日被告玉溪云上飞鹰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对原告玉溪市江川区政府提起反诉，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反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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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吕晶晶：本院受理黄焕海，黄玲武与你，第三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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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钦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李志聪：本院受理广西金投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杨千业、钦州市钦州港华普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李华娟、李杨、朱妃霞、刘吉平、李华梅、你、黄恩先、
雷惠宪、广西钦州志诚磷化工有限公司、李华莉、广
西钦州志诚化工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2520号起诉书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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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提交。定于2021年12月13日8：50分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何桃：本院受理潘新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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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李广燕：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
初8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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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永新：本院受理陶银娣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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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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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河北连盟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淑娟、韩
喜英、郭连志诉李洪国、刘士国、华泰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及你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你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在机动车统筹限额内赔偿三原告因郭洪光死亡产
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363，907.35元等。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1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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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安刚：本院受理富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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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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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刘二堡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关禄：本院受理蔡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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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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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
堡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志广：本院受理王晓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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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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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柏宜斯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河北星力健健身
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北天山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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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史永强、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强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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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史永强、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倪家威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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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史永强、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咸启钧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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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史永强、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迪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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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天艾曼瑜伽健身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代
聪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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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史永强、大连领枫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张剑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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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王辉、王海鑫：本院受理原告张立龙诉你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 2 1 )黑02 2 5民初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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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王春丽：关于申请执行人陈修辉婚姻家庭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黑0225执1600号执行
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为将位于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双河农场楼区26号
楼3单元302室，建筑面积71.98平方米的商品房
(房权证号为S2016003577号、S2016003576号)
转移登记至原告陈修辉名下。自公告之日60日
起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有异议，在公告期届
满后15天内向本院提出异议。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付金廷：关于申请执行人张绍芳婚姻家庭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 )黑0225执1167号
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为将位于甘南县
兴十四镇兴盛小区3号楼4单元601室房屋变更
登记为申请执行人张绍芳所有。自公告之日60
日起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有异议，在公告期
届满后15天内向本院提出异议。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王旭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税号120106199110052015，
发票代码1200162350与12 0 0 1 6 4 3 5 0 发 票 号 码
04121621至05635359共2张，声明作废。
田伟 (身份证号120101197610185518 )遗失工银
安 盛 执 业 证 书 ， 证 件 编 号 ：
02003412000080002018008256，声明作废。
孙李佳是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大学2021年动画专业
毕业生，派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就业创业和
人 才 服 务 局《 报 到 证 》遗 失 ，证 号 ：
202114043200434，现声明作废。
黄秋媛遗失位于桂平市西山镇大起村、岭头村兴
桂路与师范路交接处“金港茗苑”A-1#1- 5 0 5
(房屋地址)购房发票，号码：No19451971，金额：
62000，声明作废。
王格林不慎将警官证遗失，警官证号：武字第
8310957号，特此声明作废。
揭俊超身份证遗失，证号：532924198703170017，自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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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刘爱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1101043042041，声明作废。
北京仟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公司名：北京仟速
广 告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2689220897D，由于公司名称变更，原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怀友不慎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柳西里9号
楼1单元202室的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北京一处房
管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遗失，承租人：
刘怀友，特此声明作废。
山河一片红(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MA006L5RXU，声明作废。
北京安丽世嘉图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82608584，声明作废。
北京安文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08012668742，声明作废。
北京梓益信诚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2022L9W，
声明作废。
闽侯县荆溪时一设计工作室遗失公章(编码：
35012110015558)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华宇金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8767543916N，声明作废。
北京国盛钢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6MA053HJH4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互联互赢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1HY729，声明作废。
北京中能中源文化传播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110106010707057，声明作废。
北京市潞城鸿力木器加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MA03PUXE26，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鑫缘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70QC9N)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芙蓉恒业不锈钢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582281135)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天驰众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AHFA6B)作
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国盛钢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53HJH40)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嘉德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8029485817)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烁利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228669921151F)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宇金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67543916N)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北大荒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783229740L)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振兴顺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327069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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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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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泽信汇金置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9B2D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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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0 .875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237.8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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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晓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13354324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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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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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威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6976719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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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融宇信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771750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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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52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6049.68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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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兴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067257169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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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5.96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878.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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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佳医疗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58167X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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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
石、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张晶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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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大连金州新区雅鸿外语培训学校将拟注销
登记。现予以公告。请各债权债务人自见报1周内，向
我单位清算小组办理债权债务事宜。组织名称：大连
金 州 新 区 雅 鸿 外 语 培 训 学 校 登 记 证 号 ：
52210213311419159F住所：大连市金州区斯大林路793
号主管单位：大连金普新区教育和文化旅游局,法定
代表人：朱春胜,拟注销时间：2021年10月8日。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安丽世嘉图文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1101082608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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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明、陈本丽，清算组负责人：陈本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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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中能中源文化传播中心(注
册号：110106010707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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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萌，请债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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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文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110108012668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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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陈本丽，清算组负责人：陈本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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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幸福缘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6011289402)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菊，清算
组负责人：王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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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组织形式转换公告：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MA59CPD51D，拟向
公司登记机构申请组织形式转换，由有限责任公司
转换为有限合伙企业，转换后企业名称为：北京锋盈
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转换组织形式后，北
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锋盈
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承继，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
偿债务或供相应的担保。北京锋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转换
企业组织形式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公告：本企业北京京昌建宏运输有限公司吊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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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章已丢失，申明作
废。本企业投资人鲁建华、常洪晨对以上承诺的
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
鲁建华、常洪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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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华，联系方式：13260019108。

遗失声明

  本人李芊雪，于2021年9月18日不慎泄露第二
代身份证等个人信息，并于2021年10月9日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尾号4027，有效期限：2019年10月
8日-2029年10月8日，签发机关：广州市公安局天河
公安分局，自本声明发布注明泄露、遗失日起，任何
以此含身份证相关信息的照片，作身份证明或抵押、
签署之具法律效力之文件，若非本人授意，非本人亲
临现场持证、签字、按指纹者(或使用相关视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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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出现任
何贷款，开卡，诈骗行为，被入职，被法人，被开店
(含网店)，被注册app(如被非本人冒名注册，用于
不合法规的app，甚至套取他人身份信息的兼职
等)，均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领取提存款通知

王顺利、王顺发：
  李澄(公民身份号码：120107197809163058)已于
2021年10月09日依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9)津0116民初80413号，将应支付给您二位
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元)提存
于我处，请您二位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卡、
提存通知书来我处领取上述提存款。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
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
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泰达公证处
公告

  各位债权人，涟水县人民法院已决定对涟水
县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并于
2021年9月30日作出(2021)苏0826破申35号之一号
决定书指定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江苏钟山
明镜(宿迁)律师事务所、江苏钟山明镜(淮安)律师
事务所联合担任涟水县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临时管理人。请各债权人在接收到本信息后及
时回复并添加管理人工作人员微信。请各位债权
人于2021年11月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
报的不利后果需自行承担。
  管理人联系方式：范思远律师18552717116；朱
梦月律师13101907296，冯苏杭律师18951375560。
(手机与微信同号)
  项目办公地点∶淮安市涟水县中桥中路与高心
路交叉口西北100米中桥口国际商贸城2号楼二楼；

强制清算债权申报公告

  经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申请，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裁定受理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综合服
务部强制清算一案(2021)沪7101强清233号，并于
2021年09月22日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
所担任清算组。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综合服务
部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金怡彤；联系电话：0 2 1 -
60613574，债权申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金中
心二期17楼)，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提
供相应联系方式。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综合服
务部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特此公告。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综合服务部清算组
2021年10月12日

强制清算债权申报公告

  经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申请，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裁定受理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光华综
合经营部强制清算一案(2021)沪7101强清232号，
并于2021年09月22日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
事务所担任清算组。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光华
综合经营部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金怡彤；联系电话：
021-60613574，债权申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
金中心二期17楼)，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并提供相应联系方式。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光
华综合经营部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特此公告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光华综合经营部清算组

2021年10月12日
声明

  赵 彦 鸿 ，2 0 2 1 年 4 月 8 日 手 持 身 份 证 ：
532225196804262112照片申请网贷，并进行视频验
证，贷款未通过，未打款。所拍照片及视频自2021
年4月8日起宣告作废，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使用
照片和视频将追其法律责任。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