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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川0903民初6112号 冯小波：本院受理原告
吕红与被告冯小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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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冯小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吕红支付租赁款
44 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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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7号 遂宁永坤电器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遂宁桐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遂宁永坤电器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记账服
务费用200×12=2400元，工本费168元；2、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60=3000元人民币；3、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合理费用，以上合计
5568元。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6399号 四川坤稷酒业有限责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遂宁桐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四川坤稷酒业有限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记账
服务费用200×12=2400元，注册费800元，工本费
16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0×60=3000元人
民币；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合理费用，以
上合计6368元。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
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第七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6414号 刘从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成
诉被告刘从军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依法判令被告刘从军立即向原告支付装修工
钱欠款人民币2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
(以2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2月22日起按照每日万
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3、因诉讼产生的一
切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6666号 周佳佳：本院受理原告
米天琼诉被告周佳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0000元
并从2020年7月1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6%支
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之；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钟书平：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一秀初字
第0015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冀0121执88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
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张济祯、张丽琴：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们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
请执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
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冀0121执30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
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李保金：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
民初103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冀0121执30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
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王程玉、山东鑫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为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0027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
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冀0121执40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廖勇：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民初80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
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冀0121执88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靳修磊：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
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
第002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2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
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闫江涛：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35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冀0121执70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杨庆军：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35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冀0121执71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张敬波：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
行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
初字第002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72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
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于建影：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民初1118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极兆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冀0121执2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家
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徐桂鹏：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237号、第 0023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
让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冀0121执724号、725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
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李纪升：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
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
第0024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冀0121执72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
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朱由伟：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第
0024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家庄
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冀0121执7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刘晶霞：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
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5)井民二初字
第0035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冀0121执72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变更石
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杨宝伟：本院受理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三案，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吉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本院(2016)冀0121民初503
号、501号、50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
给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冀0121执774号、775号、776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变更石家庄极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
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周述德：本院受理原告邹西方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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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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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拍卖公告：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11月29日10时至2021年11月30日22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市二七区南屏路60号2号楼
6层26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周云在：本院受理原告安康中心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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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认领公告

  2019年11月15日01时50分，我局在福建省泉州市
围头湾海域(118°28′28″E，24°33′49″N)登临检查“丹鼎
捌號”船舶。经查，该船上共有6716箱货物，其中有
1254箱货物未在随船货物报关清单中(旧电子配件
40箱、化妆品392箱、保健品85箱、书籍445箱、其他
散货292箱)。现依法对上述1254箱货物予以公告，
至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请有关货主携相关手续到
泉州海警局认领，逾期我局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电话：0595-28229110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后渚港居
港街65号(泉州海警局)

泉州海警局
2021年10月22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立灼：本院受理王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422民
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内
到本院牤牛营子法庭203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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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马洪英：本院受理刘震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422民初102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牤牛营子法庭203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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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赵兴华、崔宝顺：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案与
本院正在审理的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孙策、教巍彤追偿权纠纷一案，法律关
系、基本事实相同，两案可以合并审理。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673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林晶、田金龙、张兵：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
案与本院正在审理的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孙策、教巍彤追偿权纠纷一案，法
律关系、基本事实相同，两案可以合并审理。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674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顾千、李廷宇、于华：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亿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本
案与本院正在审理的原告丹东亿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孙策、教巍彤追偿权纠纷一案，法
律关系、基本事实相同，两案可以合并审理。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676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杜大军：本院受理黄剑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民初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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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黄朝熊：本院受理刘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民初3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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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朱秀峰：本院受理了唐珊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
民初2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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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蔡道宏、俞惊雷：原告查从荣诉你们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经60日即
视为公告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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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经开区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窦祖平、刘琼：原审原告罗乃贵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皖1502民再10号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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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常云成：本院受理原告孙亚红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121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判决的主要内容：不准予原告孙亚红与被告常
云成离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亚红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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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刘鹏：本院受理原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路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副本，逾期视为送达。

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
吕立：本院受理原告糜祖平诉被告东莞市百鞍钢构
工程有限公司、苏倍君、梅德龙，第三人吕立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糜祖平通过本院上诉
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人的上诉状、本院的上诉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应于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民事审判庭提出答辩状
正本一份，副本四份。逾期不提交答辩状，本院按规
定移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格子公寓管理(无锡)有限公司、翟海洋：本院受理陆
中其、陆佳惠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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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
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杨耀成：本院受理原告赵文保与被告杨耀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
50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无
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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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长松：本院审理原告李秋敏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3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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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惠隆：本院受理江苏优速车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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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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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方顺、朱晓燕、叶升妙、叶根法：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
告叶方顺、朱晓燕、叶升妙、叶根法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4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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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领银、高菊飞、翁良国：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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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领银、
高菊飞、翁良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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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学军：本院受理王功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0982民初46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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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张福良、李术英：本院对原告杨玉福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623民初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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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保定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
唐庆军、师彦文：上诉人翟春兰因不服(2021)冀
1127民初332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扬：本院受理孟小湘诉你为抚养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余茂菊、余承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与余茂菊、余承
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2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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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飞：本院受理天津竹苞茗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79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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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袁西英：本院受理天津市国环供热有限公司诉你
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津0114民初6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60日内来本院杨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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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李定平：本院受理肖成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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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0684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潘兴桥、张小杰：本院受理赵丽敏诉被告潘兴桥、张
小杰民间借贷纠纷(2021)辽0304民初2605号一案，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并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21)辽0304执1174号申请执行人鞍山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郑天、史义宁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司法评估摇号，本院依法
委托辽宁四合正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被执行人及郑天名下位于鞍山市铁东区景
子街2号楼5层及鞍山市铁东区五道街62栋5层
(产籍号分别为：1-28-231-2051、1-28-231-3051)
的两处房产进行评估，现已出具评估报告，两处
房产评估价值分别为67.72万元、71.98万元，总价值
为139.7万元。现本院将依法向被执行人郑天送达《房
地产估价报告书》及《司法拍卖裁定书》，限被执行
人郑天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鞍山市立山区人
民法院领取《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及《司法拍卖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被执行人郑天对评估
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2021)吉0192民初1864号 曲艳侠、赵秀峰：本院受理
原告胡晓飞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判令曲艳侠、赵秀峰返
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730334.5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8
日-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
令曲艳侠、赵秀峰给付原告违约金183327.6元。3.诉讼
费、保全费等由曲艳侠、赵秀峰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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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领取提存款公告

致郝金丽：北京万容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
年8月30日将应退还给你方的租金款人民币369367
元提存至我处。我处依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已将上述款项人民币369367元
及孳息划转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案款账户。

北京市精诚公证处
2021年10月22日

领取提存款公告

致李文才：北京万容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
年8月30日将应退还给你方的租金款人民币298350元
提存至我处。你方应及时到我处领取提存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你方领取提存物
的权利，自2021年8月30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北京市精诚公证处
2021年10月22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张慧：本院受理巫兴翔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初2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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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富亮：本院受理陈登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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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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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富亮：本院受理张利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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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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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二雷、李变芳：本院受理詹海峰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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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安民：本院受理汪仁锋诉你、范成海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
0105民初43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送达届满后
次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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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尚方：本院受理西宁市水之郎卫浴洁具经销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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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洪有：本院受理西宁城北永盛石材经营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青0105民初3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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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波：本院受理齐莉莉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3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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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宇彪：本院受理营口锦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传票、证据资料、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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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郝兆云：原告孙海燕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依法受理，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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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
在汤池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北京伊嘉乐服装有限公司、李晓兵：本院受理张淑
真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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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香河西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孟昭利诉
你司及石家庄市西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事主
体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475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郭绪成：本院受理西宁市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对你作出的(宁北)市监处(2020)149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非诉执行审查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青0105行审5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王学：本院受理刘承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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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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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广峰：本院受理孙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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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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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诸葛鹏：本院受理宗序林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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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樊兴俊：本院受理禹荣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
初2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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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周晓琴、岳广凯：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分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书、诉讼参加人
诚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简转普、保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保全材料、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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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阳法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浩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阴金在
线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
5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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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卢林林：原告钱巧根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281民初547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长泾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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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双染纺织有限公司、金华亮：原告江阴市海洋
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5463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长泾
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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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红：本院受理周洪兴与江阴市金兔化纤有限
公司、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证须知、授权委托
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参加
人诚信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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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学均：本院受理侯书剑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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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二妹、瞿奇：本院受理陶全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281
民初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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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新军：本院受理李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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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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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胜秦：本院受理李硕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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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固东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朱伟华、朱鹏程、钦州市九川石料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魏俊方与邱茂洪、第三人朱伟华、朱鹏程、钦
州市九川石料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桂0703民初164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王永亮：本院受理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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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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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6470号 王章保：本院受理原告
新余市兴达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
6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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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黄生荣：本会依法受理了广州市萨弗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佛山分公司申请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案([2021]佛仲字第1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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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4日
0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
为2022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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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信

  我公司(烟台国润铜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
日、3日因设备故障引起二氧化硫日均排放浓度超
标并在未达环保要求情况下长期在厂区内露天堆
放固体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和损害。对此，
我公司深表歉并意，并向社会公众郑重赔礼道歉。
我公司已在接受行政处罚的基础上主动按人民法
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数额支付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金，在上述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后积极采取有效环保
措施，自2017年2月4日起再未发生二氧化硫超标排放
情形，露天堆放的固体废物业已清理完毕并严格按
环保要求处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希望可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谅解，并监督我
公司将环保工作做好。今后，我公司将高度重视
环保工作，保证不再发生污染生态环境事件。

烟台国润铜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领取提存款公告

致刘博：北京万容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8
月30日将应退还给你方的租金款人民币323271元提
存至我处。你方应及时到我处领取提存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你方领取提存款的
权利，自2021年8月30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北京市精诚公证处
2021年10月22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潘晓京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342830196401185827.，
发证机关池州市公安局贵池分局，有效期限：
2010.01.01-2030.01.01声明此身份证作废。
郝世勇不慎遗失菏泽中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出
的收据两张，号码：3949233，金额：-20元，号码：
3949232，金额：1244元，声明作废。
李庆昌于2021年10月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110106197710170313，声明作废，丢失后的违法
用途一切责任与本人无关。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李亚光遗失北京市司
法局于201 5年07月13日颁发的律师证，证号
11101201510272545，声明作废。
北京地久多利仓储服务中心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注册号：11010660424697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东洛元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7089641073N)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北京市宋庄好家福副食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L20538804U，声明作废。
北京蜀中香风味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2722653062Q，声明作废。
福建国鼎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印
章编号：3501330002573，声明作废。
智融信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442237693，声明作废。
北京宝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34 6 7 5 6 0 2 9 8 4 0 ，核准号：
J1000080526702，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现代城支行，声明作废。
北京迪尔绘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30223354C，声明作废。
北京百马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用代码
110101633093841000)，因保管不善，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各一枚，
特此公告声明。
北京京华信托出租汽车公司汽车配件商店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101051232820，声明作废。
北京美尚美丹餐厅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许可证编号：JY21106190761213。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漫事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1339768051L)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作废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宫铭)、合
同章、发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北京生态家园新型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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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15799026737G，声明作废。
北京通顺家园餐厅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21112060882123,声明作废。
北京粤安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101052673419，声明作废。
北京增强博艺信息咨询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400MA00UJPJ71，声明作废。
自贡城乡统筹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投资管理分公司
(注册号：110105012408899)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炫火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户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3 2 4 6 5 6 3 0 9 7 8 8 ，核 准 号：
J1000095710601，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百马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
用代码110101633093841000)，作废公章，财务章，合同
章，发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吾航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6MA01LA2L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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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北京蜀中香风味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22653062Q)作废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益耳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FCRA67)作废公章、发票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火冰盛世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6JC14)作废合同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中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60038417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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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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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恒远扬(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FKGB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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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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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心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MA0044WW5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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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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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企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58906249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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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鑫隆利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6691394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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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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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泰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1JB7M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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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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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投至优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GAQ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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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9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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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誉盛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1Y09HX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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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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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智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YKWU7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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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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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培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2076Q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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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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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誉益启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DEA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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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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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好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1Y13H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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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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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博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1YMQY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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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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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博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208086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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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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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智远京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PENA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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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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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致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QU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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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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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北京博师京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853899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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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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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誉华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PBKG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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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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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京誉育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1C4JP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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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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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夏贝能(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1747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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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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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鹏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59602949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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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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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雪莲文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63305966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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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人
民币减少至12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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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森远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3205438C)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王晓娜，清算组负责人：王晓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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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冶博瑞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667535652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樊瑞兰，清
算组负责人：樊瑞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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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H675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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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俊林、杨凯，清算组负责人：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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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创宏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6991779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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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广、刘国全，清算组负责
人：闫文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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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信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442237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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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天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张越，清算
组负责人：张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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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爱丽丝生化科技品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号：F04979)经总公司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曾耀莹，清算组成员：曾耀莹，
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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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亚洲宏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七日·七十四期书画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拍卖时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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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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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