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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大连源森态实业有限公司、大连市绿工祥和实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金辉诉你、鞍山鼎溢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辽宁光大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沈阳金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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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0323民初
39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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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贵州中新房国石低碳住工有限公司、贵州金日久组
装式建筑有限公司、贵州金日久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勇诉被告贵州中新房国石低
碳住工有限公司、贵州金日久组装式建筑有限
公司、贵州金日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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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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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中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安徽省中飞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明光市分公司、郭焕成：本院受理原
告梁书府、梁进府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2021)皖
1182民初3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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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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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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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瑞盈置业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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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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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本院受理原告高翠丽诉你等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0)冀0105民
初640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高翠丽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请你自公
告送达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闵范果、苗运娟：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孔凡明与
被执行人闵范果、苗运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2021)鲁1321执1766号】，现本院向你方公告送
达执行通知书、执行传票、财产报告令、限制消
费令、(2021)鲁1321执176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2021)鲁1321执176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其协助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刘闯：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宇与被告刘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2
民初37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刘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
还原告胡宇借款5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
5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3日起至款还清之
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利息的总和扣除已
经支付的16000元)；二、被告刘闯在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胡宇支付律师费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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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667元，由被告刘闯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1)川0726执恢196号 梁向阳(622322196112080658)、王
小英(510722197412118688)：本院在执行四川北川
富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金融借款纠纷一
案中，经本院依法网络摇号确定，委托四川广益房
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你名下位
于四川省江油市中坝镇天宝街新源小区l栋8单元3
楼2号房地产进行价格评估。经该公司评估，你上述
房产总价格为32.1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四川广益
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川广
益房评(2021)(估)字第A09148号】报告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如对此报告有异
议，请自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出，逾期不提出则视
为无异议。本院将依法对你上述房产予以拍卖。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史玉才、张海风：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平县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125
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书、督促履行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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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苑敬坤：本院受理孙明文与被告张峰、苑敬坤合资、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冀1125民初1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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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车丽：本院受理原告张继龙与你申请执行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冀11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祝孟雄、袁启文：上诉人祝小玲、王钰朝就(2020)冀
1125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纪光宝、陈芳：原告陈敦初诉你们和大冶市东胜
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民初117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侯琬婷：原告毕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259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曰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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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桂花：原告马永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3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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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忠：原告吴小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705民初2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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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创智能装备(东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申德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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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三日下午三时(节假日顺延)在店埠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保定市联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柴连杰：本院受理
原告刘栓保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闽02民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惠强，男，汉族，住福建省
厦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占胜，福建聚泰律师事
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银秀，女，1986年11
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古楼农场
古楼社5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笃守，男，1987年5月
4日，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古楼农场古楼52
号，系廖银秀的姐夫。本院认为，本案系名誉权纠
纷。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
的社会评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虽然公众对网络语言的
接受度、容纳度较高，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网络舆
论亦受民事法律所调整，不得侵犯民事主体的名誉
权。本案中，廖银秀于2020年7月初在其抖音号上发
布的内容，虽未直接写明姓名，但根据其所述内容，
已经具体地指向了李惠强。根据李惠强举示的视
频、笔录等证据，案外人廖民生系本人亲自前往厦
门市海沧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谈话笔录亦体现
其立遗嘱的原因是大儿子已经分得一处房产，古楼
社148号房屋系小儿子出资建设，为避免今后争议而
立。廖银秀未核实清楚事实，即在其抖音号中指责
李惠强“14年背着我年迈的爷爷私自去立遗嘱”，不
仅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还使用了“无知贪财名利”
等具有否定性、贬低性的词语，主观上存在过错。鉴
于廖银秀的抖音号有二百余人关注和百余人粉丝，
具有一定的传播性，案涉内容足以引起李惠强社会
评价的降低，李惠强据此主张廖银秀侵犯其名誉权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至于具体责任，鉴
于廖银秀已经删除了相关侵权内容，李惠强请求廖
银秀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无需
对此再作出判决。至于赔礼道歉的请求，本院认
为，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
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廖银秀系在抖音
号上发布相关侵权内容，李惠强要求廖银秀在厦
门日报、海峡导报上刊登致歉声明超出了民事责任
的相当性，故本院判令廖银秀在其发布侵权内容的
抖音号上，连续三天首页置顶向李惠强发布赔礼道
歉的声明。李惠强确因廖银秀侵犯其名誉权的维权
之需，支出律师费4000元，其请求廖银秀对此予以赔
偿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惠强的
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廖银秀未
构成对李惠强名誉权的侵害有误，依法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
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海
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
二、廖银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续
三日在其抖音号首页置顶发布致歉声明，向李
惠强赔礼道歉(致歉声明的内容需经一审法院审
核，若廖银秀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一审法院将
选择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刊登本判决书的主
要内容，费用由廖银秀负担)；三、廖银秀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惠强律师费4000元;本案一
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二审案件受理
费100元，均由廖银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2020)粤1972民初15835号 缪政贤：本院受理原告金
多港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缪政贤返还原物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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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限被告缪政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金多港实业有限公司返还金
多港高尔夫别墅编号C3的房屋；二、驳回原告金多
港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为
1875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缪政贤承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王强(210102195609225673)：赁1本会依法受理了赵连柱
诉你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答辩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冰裁员名册等
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2视为
送达。答辩期和提交选定仲裁庭组庭方式、仲裁员
的期求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你如没有答辩及选
定仲裁庭组成方式、仲裁员，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于答辩期满后第16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
整在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231号10层本溪仲裁委员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

本溪仲裁委员会
营口恒益地产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营口河
海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方因债务转移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
相关仲裁文书。限你方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
来本委领取上述文书，期满即视为送达。且期满后
的15日内，将领取的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等报送
本委。逾期本委将指定仲裁员，并定于期满后的第25
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
本委地址：营口市学府路101号。电话：0417-2990808。

营口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姜兰：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姜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41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姜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
金人民币24956.5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
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帐之日起按日
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进行计算，不得计收复利
和违约金。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
本金，利息应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
姜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律
师费15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的其他诉讼求。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20元，由被告姜兰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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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淼：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与被告庞淼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
民初4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庞淼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信用卡
尚欠透支本金人民币7740.0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
为：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帐之日起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进行计算，不得计收复利和
违约金。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应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庞淼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律师费1500
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市遂 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
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被告庞淼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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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福：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市遂州支行与被告王友福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
初4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友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信用卡
尚欠透支本金人民币240.52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
为：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帐之日起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为标准进行计算，不得计收复利和
违约金。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应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友福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律师费500
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市遂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被告王友福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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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0784民初25号 陈倩倩(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银马公寓1幢1单元1501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11108004X)：本院受理原告颜天康与被
告杜景灿、陈倩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71万元、利息
101.821万元与逾期归还利息损失(按571万元为本金
计算，从2013年7月21日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
年2月24日上午8：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九审判庭东
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883号 刘仕德，男，1991年4月1日
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五德镇干沟
村民委员会坪坝村民小组43号，公民身份号码：
532128199104015118：本院受理原告董文雄与被告
刘仕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
0784民初28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刘仕
德支付原告董文雄租金人民币13740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损失从2021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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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清之日止)，
以上应履行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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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元，公告费1200元，合计1350
元，由被告刘仕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
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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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717号 遂宁市众通建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作林诉被告遂宁市众通建材
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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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众通建材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作林支付运费182
72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82
728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运费付清之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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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按本判决确定之日给付款项
的，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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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号 张宴军、陈雪：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
与被告张宴军、陈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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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与张宴军、陈雪
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
提前到期；2、张宴军、陈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遂州
支行偿还剩余借款本金326 220.51元及利息、罚息、复
利，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326
220.51为基数，从2021年3月26日起，按借款合同约定利
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罚息、复利计算
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市遂州支行对张宴军、陈雪所有的位于遂
宁市船山区德水中路911号尚城四期？澜庭7栋22层5
号房屋〔川(2019)遂宁市不动产权第0056677号〕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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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号 张治全：本院受理原告
周春燕与被告张治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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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全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周春燕偿还借款8 000元及利
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8 000元为基数，按同
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0年10
月5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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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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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寒冰、张金凤、赵长宏：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121执恢195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执行裁
定书(扣划)、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
后3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2014号 董理真、胡立菊：本院
受理原告李孝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作出(2021)黔2322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因无法联系
到你方到法院领取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 2322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速裁组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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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鄂0323民特422号 本院于2021年10月9日立
案受理申请人吕治青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
人吕治青称，曾照云(吕治青母亲)于2017年9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为此申请宣告曾照云死亡。下
落不明人曾照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曾照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曾照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曾照云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800号 徐艺轩：本院受理原告
顾明兰与你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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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5226号 朱天星：本院受理原告
许开银、芈香英、许大成、许柳柳诉被告朱天星、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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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会超、丁义明、董士吉、贾炜、李金岭、李娟娟、
刘广彬、杨文浩、杨靖、杨光、陈丽霞、陈合珠、陈
峰波、常小龙、许更申、徐民虎、李学芹、郝宏：本
院受理原告厦门农商金融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丁会超【(2021)闽0206民初12853号】、被告丁
义明【(2021)闽0206民初12854号】、被告董士吉

【(2021)闽0206民初12855号】、被告贾炜【(2021)闽
0206民初12856号】、被告李金岭【(2021)闽0206民
初12857号】、被告李娟娟【(2021)闽0206民初12858
号】、被告刘广彬【(2021)闽0206民初12859号】、被
告杨文浩【(2021)闽0206民初12860号】、被告杨靖

【(2021)闽0206民初12861号】、被告杨光【(2021)闽
0206民初12862号】、被告陈丽霞【(2021)闽0206民
初12863号】、被告陈合珠【(2021)闽0206民初12864
号】、被告陈峰波【(2021)闽0206民初12865号】、被
告常小龙【(2021)闽0206民初12866号】、被告许更
申【(202 1 )闽020 6民初1286 7号】、被告徐民虎

【(2021)闽0206民初12868号】、被告李学芹【(2021)
闽0206民初12869号】、被告郝宏【(2021)闽0206民初
12870号】信用卡纠纷共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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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郭艳芳：本院受理河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开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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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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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三民事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杨金宏：本院受理程华林与你买实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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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苏0281民初10274号民事裁定书(保全)、
(2021)苏0281民初102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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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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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宏：本院受理田中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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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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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亿腾化学有限公司、黄明兵：本院受理上海
翔蒿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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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281民初10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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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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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忠：本院受理闵浩定与江阴市林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3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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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平：本院受理曹利洪与深圳合田建设工程劳务
有限公司、第三人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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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江阴市天平
路1号)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小健：本院受理李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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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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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孙克鹏：本院受理江苏后白建设有限公司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1183民初3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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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明：本院受理王震诉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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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下蜀法庭(下蜀
集镇)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乐：本院受理杨定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426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
付原告石料款130146元。案件受理费2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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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生相：本院受理谢茂忠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81民初134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给付原告劳务费200000元。案件受理费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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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习会：本院受理尹有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522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15日内偿还原告借款2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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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才：本院受理李生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15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偿还原告借款390000元。案件受理费7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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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川：本院受理胡冬艳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不准原告与被告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
原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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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娣：本院受理尹科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不准原告与被告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
原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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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仁党：本院受理李玉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57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偿还原告借款45000元。案件受理费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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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启万：本院受理何忠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581民初338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20000元。案件受理费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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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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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陶发林：本院受理刘以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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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王隆娅、李林华：本院受理汪桂百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黔2322
民初1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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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许春华：本院受理张前与温州盛建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云友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及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1月14
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由审判员陈
谦雁担任审判长与随机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王丽琼：本院受理谢振飞诉你离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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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
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马龙：本院受理邵红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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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代高勇：本院受理徐国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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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成员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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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1月17日9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孟喜录：本院受理安新县丰盛鞋材制造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冀0632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雄
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
郝建业：本院受理郭玲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632民初1516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安新县人民法院
郭敬章：本院受理罗进与你及第三人晴隆县四维
技能培训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9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李双全、岳亚芝：本院受理刘金龙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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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朱久余：原告朱雪兰与朱久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1)粤0303民初26146号。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
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天
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
满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定于2022年01月05
日14时30分在第十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阎永涛：本院受理原告杨伟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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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本院已于2021年10月8日张贴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1年12月24日9时在本院二楼东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王艳、史忠：本院受理原告刘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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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本院已于2021年9月30日张贴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2021年12月16日9时在本院后楼综合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本人郝立彬于2021年10月1日不慎将第二代

身 份 证 遗 失 ， 身 份 证 号 码 ：

131026199010161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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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季如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遗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12032601772。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璞文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783218419R，声明作废。

北京经研兴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HE8Y0R，声明作废。

北京金紫苑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 章 、 法 人 人 名 章 ，注 册 号 ：

110102012957446，声明作废。

北京陈炳龙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6L687978995)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 京 华 谊 美 家 装 饰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601572828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6064919614)

正、副本；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

064919614)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京昌建宏运输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

1101061687043，声明作废。

北京绿源重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7CXB8L，声明作废。

北 京 东 兴 来 建 材 经 销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053165177)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和公

章，声明作废。

北京金氏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9MA01R4G83A，声明作废。

中融企服(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U4XX9)不慎遗失一

份转让合同(合同编号：Z5-2021025)，声明作废。

北京万思乐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P1EP0G)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世纪明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809937006，声明作废。

北京安特艺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5712229690)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天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N1X65Q)作

废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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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性好奇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BBAB4R)作

废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贝拉创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7A2B5H)

作废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维医中医研究院(有限合

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0AM5893，作废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更正公告：北京市中体瑞丰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法治日报刊登的公告

中：如果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周楠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更正为：如果

违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周楠、周性仁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特此更正。

减资公告：北京鑫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228MA00EQ4A1C)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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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龙顺达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6A795M)经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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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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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卓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KCRCXF)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原注册资

本19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95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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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佑(北京)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802951473C)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原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

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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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95Q9F)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原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80万

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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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96394713Q)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

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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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京中晟创鑫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9MA029TXP1E)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代丛刚，清算组负责人：代

丛刚，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优斯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CN3C65)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张海仙，清算组负责人：张海

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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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盛钢源商贸有限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53HJH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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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鹏、柳亚欣，清算组负责人：赵志

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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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博文形象设计中心

(注册号：1101042560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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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亚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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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福盛

隆 昌 商 贸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8MA00HQHRXC)现拟变更为企业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为北京福盛隆昌商贸有限公司，

本人承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

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

工商户签字：高文雪，2021年10月15日。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德仪

佳达商务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14MA04EBA00U)现拟变更为企业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为北京德仪佳达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本人承若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个体工商户签字：白爽，2021年10月15日。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宏运

万 达 商 店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2110228MA0134TQ2L)现拟变更为企业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为北京周老板生鲜商贸有限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

体工商户签字：李满如，2021年10月15日。

公告：本企业北京航远水业有限公司吊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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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中

北京影音磁带厂因失联等原因已无法取得

联系，故由本企业投资人山东招金膜天股份

有限公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

法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山东招金膜天股

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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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联系方式：18518284988。

公 告

北京莱茵服装有限公司：

  本 委 已 受 理 商 飞 飞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5021987****5627)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

件，案号为东区劳人仲案字[2021]第0751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

委托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11月19日上午9时00

分在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地址：东

营市东营区区政府1号楼南楼1楼101室)开庭

审理此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东营市东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吴丁、吴希：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案号：(1997)

惠中法执字第97号]，原惠东县畜牧局仍有

部分款项未向你方履行。后因机构改革，原

惠东县畜牧局的职能转由我中心承担，而我

中心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联系你方，现对此予

以公告：请你方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

凭有效身份证明、银行账户信息等相关材料

到我中心办理有关款项的领取手续。逾期未

领取的，我中心将依法公证提存该笔款项。

  特此公告。

  ( 联 系 人 ：陈 广 慧 ，联 系 电 话 ：

18129658278，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

县城惠东大道290号)

惠东县畜牧兽医事务中心

2021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