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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田智勇：本院受理原告赵风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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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盛清：原告李贵祥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
5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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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吔荣班：原告杨志先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69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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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马永涛：原告周绍兵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62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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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
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车新洲：原告胡绍泉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
7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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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
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春城建筑工程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云县绿
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公司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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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2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马越飞：本院受理原告杨铭珏、赵新祥、丁家友诉被
告你、杨林红分家析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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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2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于最双：本院受理原告杨建芝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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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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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杨翠琴：本院受理原告李如君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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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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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7110号 李明龙、励勇、张大敬、
赵卫星：本院受理原告王飞与被告刘闯、肖伟及你们
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苏0311民初7110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
容：被告刘闯、肖伟、李明龙、励勇、张大敬、赵卫星分
别给付原告王飞73757.49元、58666. 67元、39111.11元、
19555.56元、19555.56元、782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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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民初5669号 韩升：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侠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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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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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袁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吴廷东：原告务川路顺汽车租赁服务部与被告吴
廷东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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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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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桂0332民初389号 赵李德：本院受理原告莲
花镇金果园农资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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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0332民
初389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莲花
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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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桂0332民初390号 郑金培：本院受理原告莲
花镇金果园农资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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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0332民
初390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莲花
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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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上海中新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家
财与被告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中新建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32民初435号一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5961号 赵忠虎：本院受理原告孔秀
梅诉被告赵忠虎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2民初596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本院郑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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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11243号 苏三岭：本院受理原告王广
太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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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7
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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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2民初11236号 河南维新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苏三岭：本院受理原告王广太与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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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7日上午9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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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冰峰：本院受理原告卢新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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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高进强：本院受理原告谌叶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
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大坪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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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杨文菊(住湖北省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本院受理
的王贤兵诉杨明汉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后，
王贤兵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王贤兵的上诉
状。上诉内容为：改判自2020年6月17日起至还款之日
止以13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支付利息；二被上
诉人支付上诉人因实现债权支付的代理费1300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审庭领取
上述文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238号 蒋吉全：本院受理原告田
仁鹏与被告蒋吉全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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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蒋吉全支付原告田仁鹏
1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0年12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田仁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蒋吉全未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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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元，公告费1041元，合计1095元，由被
告蒋吉全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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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412号 曾令泽(公民身份号码：
429004196309251895)，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仙桃市
长埫口镇潭垸村七组38号；叶长新(公民身份号
码：429004196508111887)，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仙桃
市长埫口镇潭垸村七组38号：本院受理原告吕旭
峰与被告曾令泽、叶长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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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曾令泽支付原告
吕旭峰货款人民币6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吕旭峰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曾令泽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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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公告费1105元，
合计1155元，由被告曾令泽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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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川
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方兵诉你们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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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羋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刘
言、四川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全华诉你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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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
川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连夏诉你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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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徐州龙山铸造有限公司：我会受理的申请人泰豪沈
阳电机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因买卖合同纠纷[(2021)徐仲
受字第132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由仲裁员胡川组成仲裁庭，
其中胡川担任独任仲裁员。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
第三日9时在本会一庭不公开审理。如届时你未
到庭参加仲裁，本会将依法缺席裁决。(徐州仲裁
委员会地址：徐州市泉山区西安南路122-2号)

徐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申请人浙江新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华东
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号码00100041 21475259，申请
人浙江新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平湖市新仓
镇人民政府会计集中核算中心 - 财政资金专户，
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行，金
额为人民币捌仟元整，出票日期2021年9月29日。现持
票人浙江新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湖市恒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华
东 三 省 一 市 银 行 汇 票 一 份 ，号 码 0 0 1 0 0 0 4 1
31643683，申请人平湖市恒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收款人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嘉善
魏塘分公司，出票行平湖农商银行新埭支行，金额为
人民币壹万元整，出票日期2021年9月3日，现持票人平
湖市恒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185号 鲍长征(住黑龙江省讷河市东
南街五委40组，公民身份号码：230281196202200238)：
本院受理原告杜红吉与被告鲍长征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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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归还借款6
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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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付
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审理
日期为2022年2月21日0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
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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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催11号 申请人卢跃明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40200051 29258590，
票面金额为20000元，付款人浙江大邦电动工具有限
公司，付款行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收款人宁波特升贸易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冀0633执1333号 吕智超：关于申请人关瑞与被
执行人吕智超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易县人民法院
于2021年5月15日作出的(2020)冀0633民初3422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你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关瑞向本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冀0633执133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传票、冻结裁定书、限高令、失信决定书。本院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4580号 曾夏军：本院受理原告
米光德诉被告曾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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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如下：曾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米光德借款本金98 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尚欠借款本金98 000
元为基数，从2021年6月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1年6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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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计算至本金
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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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 300元，由曾夏军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1478号 李威嶙：本院受理的原告李
仕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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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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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本院受理原告李爱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6民初27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大坪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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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7686号 郑杰、徐州盛鑫橡塑制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裕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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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号 张凌峰：本院受理原告
万美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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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5号 张尊芝：本院受理原告
王源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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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0号 张志松、鲁诺：本院受理原告
王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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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号 王传义：本院受理原告陈红
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催缴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4147号 秦刚：本院受理原告韦臣与
你秦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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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1号 胡耀方、徐州美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珠利诉你股东资格确认纠
纷、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第3
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449号 苑冰：本院受理原告曹
素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的
第3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458号 卢启冰：本院受理原告
张自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公告期满后
的第3日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3579号 秦希：本院受理原告张
学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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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5号 王卫彬：本院受理原告李月
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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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6号 韩忠荣：本院受理原告藏旗
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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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4号 周红梅：本院受理原告蒋明
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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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3号 龚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领蓝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311民初5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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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姚雪玲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陕0902民初398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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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羋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川
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姚永恒、陕西恒城永昶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梨梨诉你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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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羋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川
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毕静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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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川
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鑫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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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川
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美宝诉你们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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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高龙建：本院受理陈九文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32民初65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案件受理
费275元，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高晓红：本院受理牟明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0581民初197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曙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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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岑官红：本案受理王婷诉你抚养纠纷一案，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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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节
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卢平刚：本院受理张全国、张洪普诉你土地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云2625民初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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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李正琼：本院受理刘益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初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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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舒达彬：原告景瞳与新疆宏星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舒达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15办公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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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邓三敏：原告唐献彪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初20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15
办公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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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王世波：我院受理戴闽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新2325民初2440号判
决书。判决：王世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向戴闽森偿还借款3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王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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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贾勇强、张丽美：本院受理王慧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1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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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邹庆祥、郭玲：本院受理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伦贝尔阿荣旗支行诉你们及阿荣旗晟昱家
庭农场有限公司、金海宝、刘立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314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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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6日10：40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郭淑海、解英芳：本院受理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伦贝尔阿荣旗支行诉你们及阿荣旗晟昱
家庭农场有限公司、金海宝、刘立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
初314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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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6日9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刘亚亚：本院受理黄飞诉你抚养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6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子女黄浩抚养费36000元(从2015年4月起
至2021年4月止)；并从2021年5月起每月15日前支付
抚养费500元至子女黄浩年满18周岁止；二、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视为送达。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吴学官、吴学刚：曾佑春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9月1日立案受理，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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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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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冯海艳：本院受理单丽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辽0124民初
1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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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
樊建：本院受理鲍娟诉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723民初2523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定于2022年2月11日8：30在本院三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铜陵市国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财迎
诉你与青阳县峰艺工贸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2378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1月17日15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张勇：本院受理原告柏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2533号应诉通知书、
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2月11日8时30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2021)皖1723民初2529号 张勇：本院受理原告杨
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诉状及证据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当事人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定于2022年2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青岛志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解本虎、解本华：本院
受理原告即墨市大信建筑机具租赁处诉你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蓝村法庭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曾缘：本院受理冯任五诉你与贵州黔景秀生态工
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书。
本公告经60日视为送达。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蒋欣妤：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晴隆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2021)黔2324民初8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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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琴：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晴隆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
(2021)黔2324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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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龙、刘加永、刘新刚：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亚东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
254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22年2月10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党英杰：本院受理孙建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1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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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艳：本院受理李国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民初372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李德文：本院受理聂继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984民初26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
川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永昶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琼诉你们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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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新滨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陕西羋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四
川宜家滨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昶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紫军诉你们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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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赣0502民初942号 清市百田德工具有限公
司、林海龙、王秀萍、江西百田德工具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新余高新区聚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乐清市百田德工具有限公司、林海龙、王秀萍、
江西百田德工具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502民初
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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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李贤明，男，身份证号码：332601196512124715。2021
年8月3日，因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就你擅自
倾倒危险废物(废切削液)一案作出行政处罚告知，
拟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因无法直接
送达和邮寄送达，本机关于2021年8月13日在《法治日
报》向你公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台新环罚告字

【2021】15号)，于10月11日完成公告送达。你在法定期
限内未提交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因无法直接送
达和邮寄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台新环罚字【2021】15号)，决定对你作
出：罚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你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将罚款缴至台州市工行营业部(户名：台州市财
政局，账号：1207021209049777728150001)。执收单位名
称：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单位编码：150001，项目编码：
06815005。逾期不缴纳罚款，本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如你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台州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
向椒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浙江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陶善奋：原告王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公告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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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传跃、杨桂英：本院受理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俞传跃、杨桂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0422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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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徐仁明：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2021)皖0422民初3606
号一案，现已审结完毕。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
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淮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黄正双：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正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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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传银：本院受理钟丽秀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523民初
3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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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玉滨：本院受理原告王宝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吉林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红诉你
确认所有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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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张文华：本院受理王建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董祥：本院受理姚海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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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常文军：本院受理姜小桂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红梅：本院受理王建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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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万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徐益鸣：本院受理上诉人徐晨璐与被上诉人杨素蓉、
毛必银、徐益鸣、徐琼璐、毛丹妮、刘青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黔06民终1762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
院领取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如
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
11日上午0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义琴：本院立案受理的上诉人文学伦与被上诉人
宋义琴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文学伦
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请于公告期满15日内以前，前往我院领取(2021)
黔06民终1559号民事裁定书，逾期将视为送达。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晋豪、侯行行：本院受理的原告襄阳红牡丹实
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191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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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小龙、程宝丽：本院受理的原告襄阳红牡丹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223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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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张卫东：本院受理原告湖北亚涛机电制造有限
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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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水华瞬制衣有限公司、孟宪辉、王翠翠：上诉人张
效东因不服(2021)冀1102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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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十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付金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己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
初28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付金成应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向保险公司赔付2640元并承担诉讼费
850元。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向军：本院审理原告潘息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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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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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5号 罗化忠：本院受理原告林贤
龙与被告罗化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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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20日09
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9608号 上海昊德电气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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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272号 祝华、章盈盈、胡重阳：我院
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祝华、
章盈盈、胡重阳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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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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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量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国伟：本院受理原告
陈金鹏与温州量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国伟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37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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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温州量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国伟：本院受理原告
吴传合与温州量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国伟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37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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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长进减振器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115011、金额
为2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长进减振器股份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服装城芙妮卡鞋业商行因遗失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50365252、金额
为50000元、出票人为上海予胜实业有限公司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亨源家具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码分别为31300051
50399095、50399096、50399097、50399098、50399099、
50399100、50399101的银行承兑汇票七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9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吴文健：本院受理原告金慧与被告吴文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502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孙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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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贵州阳普重生态农业种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尹春华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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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15日内。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安正超：本院受理原告德江县高腾齐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租赁费用和违章罚款共计47450元；2.案件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相关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
假日顺延)在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廖磊：原告毕德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起诉要点：一、判令廖磊返还
3400元；二、判决廖磊赔偿利息损失(以3400元为基数，
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21年9月9日起计算至
实际归还不当得利时止。计算至起诉日暂为3441.33
元)、应诉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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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号
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到庭的，不影
响本案审理，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文联坤：本院受理原告周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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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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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杨超：本委已经受理你与海口龙华优步养生馆劳动
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1﹞第249号)，并定于2021
年12月13日14时30分开庭审理。因你手机停机，无法送
达，限你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
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0898-66568110)领取受
理通知书与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靳红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吴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惠奇：你与唐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4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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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陈红娟：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723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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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周士文、黄开印：原告常德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21)浙0402民初7206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1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简玮：原告何绍泽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6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金宝：原告赵阿娥诉王连娣、王永泉、王爱宝、王银
宝、你赡养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6178号，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南湖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刘刚、刘德轩：原告陈克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402民初643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南湖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四川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运阳、温化冰、
陈南、罗娟：原告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311民初426、427、429、430、98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四川优客家居有限公司、郝光旭、郝惠君、郝炳
学、江淑琼：原告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川0311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补正)。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兰春梅申请宣告蓝敏死亡一案，经
查：蓝敏，男，1969年7月27日生，户籍地四川省自
贡市沿滩区卫坪乡尖山村10组。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1年。希望蓝敏本人或知其下落者与本院联
系。逾期将宣告冯金贵死亡。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马续：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
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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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姚亨华：原告江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川0311民初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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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
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孙玉、谢文敬、庄玲娟：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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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17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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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宫雨涛：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26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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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斌：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2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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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黄佳佳、金茂投资发展(昆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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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172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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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陶颖：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27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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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欢：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
初17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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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雷刚：本院受理周口市盛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赵中祥：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41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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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袁红高：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40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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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周壮壮：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40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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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窦歆云：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4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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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献亮：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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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高磊、薛红兰、苏武勇：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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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3民初179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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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许学明、许涛：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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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3民初179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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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高磊、薛红兰、陈国宝：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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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3民初17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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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兰兰：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92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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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相平：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791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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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03破64号 本院根据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10月20日裁定受理绍兴恒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智仁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管理人。绍兴恒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至2022年1月10日(含
10日)前，向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
2：00-5：00；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凤林西路172
号亿兆大厦15楼1506室；邮编：312000；联系人：周
啸、蔡波；13857191059、18814863077；传真：0575-
8831880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恒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有的不属
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绍兴恒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本院定于2022
年1月25日上午9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
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
联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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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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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武汉轻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冉诉你方
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人仲东办
案字[2021]第3727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和证据
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庭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
月26日14时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楼3楼3069室开庭审
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贵州省沃乐农业设备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杨
通宇与你之间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福劳（人）仲案字【2021】61号仲裁裁
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内蒙古忠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福劳

（人）仲案字（2021）120号李有华与你方劳动争议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2月17日10时在本委（贵州省福泉市马场坪
街道办事处大楼二楼巡回仲裁庭）开庭审理，务
必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依法裁决。

贵州省福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本人王志国(工作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032 3 7 2特此声明
作废！
南京赛康交通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交通设施分公
司(注册号：110221185379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冯家庙村村民委员会不慎
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证 书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110119794082289N。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聚 才 苑 科 技 开 发 服 务 部 ( 注 册 号 ：
110226300646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人名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真友瑞生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DCQR72，
声明作废。
北京博瑞益林餐厅《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
失，许可证编号：JY21108011385159，声明作废。
北京中诚诺德热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99824473G，声明作废。
北京先民文化传播中心(注册号：110111004786594)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税号：
110111742609122)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证：742609122)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天时博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4217559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税号：110104717792316)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
证(代码证：717792316)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天时博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人名章，注册号：1101042175598，声明作废。
北京欣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H1F16J)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甘光视角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174260548XJ)遗失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北京博雅润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82898818)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税号：110108781732799)正、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代码证：781732799)正、副本和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鑫盛宏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1NMNQ2Y，声明作废。
北京鑫盛宏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北京
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SP215090073743，声明作废。
北京聚合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43182342108，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声
明作废。
北京翌锐永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6742643872，声明作废。
北京方顺苑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106130807055，声明作废。
北京环嘉运鸿科技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1101083180967433，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北京恒丰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318052118H，声明作废。
北京意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164Q7J，声
明作废。
北京铁广劲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012238705)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110105695044738)，声明作废。
北京柯里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注册号：110105017021604，声明作废。
中福盛世(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河北东之
杰运动产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我司的承德圣佛莱
保证金收据丢失，收据号为：127673，金额3000元，
开票日期2016年1月28日。特此声明。
北京苏伟至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599648144D)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晋江市青阳一二三圆炸饮品店遗失晋江市青阳
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核 发 日 期 ：2 0 2 1 . 0 3 . 2 3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5820565856，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协会遗失宁
波市鄞州区民政局2018年4月13日核发的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30212MJ9007363D声明作废。
玥棠江南(北京)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卫
生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丰卫环监字[2021]第01398
号，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兴福凯鑫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110228016012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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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复绿(北京)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72847108G)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新远时代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B6X07)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足耳堂(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AU275N)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先民文化传播中心(注册号：
110111004786594)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御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W8GE0H)作废合同
专用章一枚， 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优果范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E5B165)作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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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乾大亦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Q934F)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东方大宅(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PCMP1G)
作废公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纯西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HG6P6N)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百惠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353006643A)作废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达耀泰(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1T76628)作废发
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撤销公告：北京佰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33476049B)于2019年3月11日在北
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清算组备案，清
算组成员：宋桂林、焦扬，清算组负责人：焦扬。现经
股东会决议继续经营，撤销清算组备案，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海世通达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6950075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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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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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9MA01LRQD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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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美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351623525C)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
至50万元。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汇宏世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6948624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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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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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华智昌业油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541587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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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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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钏宏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09243760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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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7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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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丰利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758735182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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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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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翔辰瑞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68288400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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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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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顶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4XUL1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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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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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弈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4B7WT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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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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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博新润(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MA01XTE5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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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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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11月8日股东大会决议，北京
机科汇众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
由3，401.47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636.72万元人民币，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联系电
话：010-88301445，联系人：舒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首体南路2号，北京机科汇众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11月10日。
注销公告：北京壹心视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97A76R)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负责人：吴松，清算组成员：吴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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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密云供电职工技术协会依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经主管单位同意，拟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张
浩，联系电话：18801014842。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密云机电工程学会依据《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经主管单位同意，拟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张
浩，联系电话：18801014842。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通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5016181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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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明、王松、杜登科，清算组负责人：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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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雅润志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08289881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人：梁雪晗，清算组成员：高凯、梁雪晗、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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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京鑫永顺物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35909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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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昆、赵东朋，清算组负责
人：韩玉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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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润容和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75204434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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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玲，清算组负责人：徐振
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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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诚诺德热能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99824473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岑
颂成，清算组成员：岑颂成、高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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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经研兴泰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110108011234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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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朱艳艳，清算组成员：朱艳艳、陈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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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家来喜
庆 食 品 商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5MA00DBY20C)现拟变更为企业形式，变
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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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仁林，
2021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