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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云庆：本院受理肖梦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2419号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法典》
1091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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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高古庄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衡水晟合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
北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衡水
恒达皮革有限公司(2021)冀1182民初2333号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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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贵州绿萃然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七星关区岔河镇人民政府诉你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0502民初4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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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舒情英：本院受理毕节市飞运达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与舒情英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0502民
初735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502民初7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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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沈丽平：本院受理霍礼根与当涂县民政局、第三
人你婚姻登记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521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起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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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潘君平：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薛洪燕
诉被告江苏兴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潘君平、朱业
元、秦克飞合同纠纷一案【(2021)苏1302民初801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以及开庭传票等相关
诉讼材料(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1、2返还原告
投标保证金7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依法判
令被告3、4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承
担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九时(节假日顺延)，
在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特此公告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王荣华：本院受理无锡捷事达门窗配件有限公
司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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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饶品通：本院审理原告林芝仓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
民初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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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峰：本院受理吴金存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205民初4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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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玉萍：本院受理贾军祥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34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
港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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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春快：本院受理互赢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
初3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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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雷：本院受理无锡坚龙特钢有限公司与你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传票
等。原告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20283.4元
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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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威：本院受理原告唐桂生诉你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案，已依法缺席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205民初49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倪威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唐桂生货款
28424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251元。自公
司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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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苏州迅优精密钣金加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无锡朗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及证据
副本、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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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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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合双电动车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锡山区
卓伟电动车配件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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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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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5622号 连朝晖：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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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19号 陈传均：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5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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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5624号 张晓东：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
民初5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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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高长坪：本院受理原告余显榜诉被告高长坪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61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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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鹏斌：原告焦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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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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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林：原告王志坤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
3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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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玲：原告王晓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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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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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叶敏：原告李梦雷诉你、第三人铜陵市顺风山铁矿
管理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705民初1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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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庆国：原告卢学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冀0105民初3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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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徐小军：原告韩金格诉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5民初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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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乔瑞民：原告谭亚光诉你、任龙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5民初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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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孙伟：原告朱保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5民初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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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吴志敏：本院受理贾吉岗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联盟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张峥：本院受理张惠斌、刘军月诉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联盟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唐汝臣：本院受理王春生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827民初1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万新：本院受理张玉民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7民
初1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雷红：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徐志方：本院受理张敬朝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转普裁定、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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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孙宪海、张传平、于涛、张士杰、李文发、邱长德、张
传文、杨明河：本院受理阿荣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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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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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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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方现：本院受理刘挺诉你及张君清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2324民初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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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陆剑：本院受理龙智菊、谭龙平诉你房屋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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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证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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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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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勤可：本院受理肖利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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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赵宝松：本院受理储可付、闻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72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开发区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名仕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李
红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862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学华：本院受理南京全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115民初8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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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崔云彩：本院受理杨占辉诉你离婚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426民初4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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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何小伟：本院受理唐玲玲诉你离婚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426民初4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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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张永利：本院受理李志平诉你离婚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426民初4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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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彭贺成、左秋慧、郑富强、费晓东、于红江：本院受
理吴振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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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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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辉：本院受理赵贵山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203民初
5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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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唐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万光国：原告王科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定于2022年1月20日14：30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涡阳县花沟镇元宝农机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河
北三头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1721号起
诉状副本(1、要求判令被告给付无垄联合耕播
机款145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盛秀红、杭州悠蓝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建礼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1121民初1574号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货款21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司法公开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民事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曹建军：本院受理封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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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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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建强：本院受理邓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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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审判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袁建忠：本院受理沈云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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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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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峰：本院受理罗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285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新大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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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庆华：本院受理李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424民初12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赵庆华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李平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元，并
自2020年2月2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877元，由
赵庆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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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常江：本院受理腾冲市猴桥镇华威农资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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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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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40元。案件受理费42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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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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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双圆重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复
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脸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安徽双圆重工有限公司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皖1723民初2540
号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自本告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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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22年2月16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大连奥体美特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于晨、殷柏
灵、李梅、冯建营、孙友华、孙捷、姜岩、葛正妍、蔡
乐、林仕超、孙春华、徐连玉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
十二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辽
0202民初8532、8462、8371、8524、8372、8380、8379、
8525、8523、8530、8125、8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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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韦德伍斯健身体育名仕会所：刘桂
华、云明珠、浦立瑶、霍英慧、王有权、王美华、姚子
修、赵凤莲、于燕、洪萍萍、党琳菲、王晨阳、丁凡
芮、陈泽卫、苏秀英、林立、段卓然、赵佳依妮诉你
方服务合同纠纷十八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21)辽0202民初5278、5277、5615、5564、5279、
5077、7483、7484、5075、5641、5749、5647、5639、7494、
7492、7516、7514、75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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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陈阳、王慧杰、王家庆、大连景合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原告大连港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原告就(2020)辽
0202民初413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2021)皖0207破1号 本院根据钱致冈的申请，于
2021年9月26日裁定受理安徽省万友棉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友棉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安徽新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万友棉
业公司管理人。万友棉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向万友棉业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芜湖市镜湖区文化路39-2号；邮政编码：
241000;联系人：舒平海，电话：18555330558，方
莉，电话：15005533295;)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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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友棉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万
友棉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1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一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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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陈美良、湖州忆读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申请人温州市赛特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你
们(被申请人)之间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一案，立案号为(2021)温仲字第259号。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2021)温仲裁字第259号《裁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地址：温州市锦江路
458号深蓝国际大厦12楼；联系电话：0577-88965660)

温州仲裁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熊军民：本院受理原告明定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21 )鄂
0281民初33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保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
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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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尹河：本院受理原告柯辉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21)鄂0281民初36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保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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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许思杰：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0281民初4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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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益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公司诉你、慕卫星、
武陟县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中心支公司、英大泰和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182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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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朱从新、朱广文：本院立案受理原告瞿鸿飞与你们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徐相磊、王丽君：原告刘凯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鲁1326民初5064号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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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间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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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张铁：本院受理郭相银诉你与孔庆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你与孔庆翰偿还原告借款
70000元及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由你们负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杨佰发：本院受理原告赵帅诉你离婚纠纷(2021)
鲁1326民初702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南宁伏安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张永习：本院受理
原告共鸿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
初7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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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一格：本院受理原告张慧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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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兵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杰诉你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50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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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刚：本院受理原告保定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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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2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程朝云：本院受理原告马彭彦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5957
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
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姜兰超：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西城建筑工程公
司诉你及王明林、第三人王键波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
初2218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告知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沈忠波：本院受理原告周忠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6265
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
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
0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赵飞：本院受理原告昭通市昭阳区川永友好租赁
分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
0602民初6892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告知书、法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
0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崔世友：本院受理原告王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6928号案
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书、法
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云南若博商贸有限公司、赵声平：本院受理原告
云南瑞凯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云0602民初5304号案
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告知书、法
官承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0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赵泽琼：本院受理原告姜英平诉赵泽琼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602民初
6075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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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团结路)第七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王循、方心东：本院受理赵吉风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9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小甸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梁奇兵、叶正龙：本院受理赵吉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
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小甸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管春宜、杨胡计：本院受理原告钟甘书诉你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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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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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
欧阳德标：本院受理原告朱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直接及邮寄均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15日、30日，并定于2021
年12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兴化市昭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经营部农公站农
资经营部、兴化市昭阳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经营
部：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喜丰收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魏文峰、兴化市昭阳镇农业技术推广
站经营部农公站农资经营部、兴化市昭阳镇农
业技术推广站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马树人：原告王孝文诉被告马树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1502
民初44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起来本院民二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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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秦小方：本院受理蒙城晶宫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1622民初5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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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中坤管道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营口
成和管业有限公司与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等相关仲裁
文书。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
上述文书，期满即视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你方进行答辩和选定仲裁员并报送我委。逾期
我委将指定仲裁员，并定于答辩期满的第6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此
案。本委地址：营口市学府路101号，电话：0417-
2990805联系人：王秘书

营口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青州市天恒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号码
为32000051 25385993、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
温岭市汇元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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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本人周莹不慎将赤壁江发搬运服务有限公司
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丢失，收据号
2455268441，金额5800元，开票日期2018年11月
14日，特此声明。
郭英于2021年10月22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640102197512290646，特此声明。
业红辉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30421199512211732，
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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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垚于2021年11月11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620122199312111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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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思奇(北京)展览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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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1UTF1E，声明作废。
北京华本商务俱乐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
将本公司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
11050171500000000586，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1000218182401，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百 泰 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223257812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特此
声明作废。
我单位不慎将放射诊疗许可证正本遗失，证号：
京卫放证字(2017)第0500617号，发证日期2017年
12月14日，医疗机构名称：北京倪氏威尔默口
腔门诊部。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兴亦兴区域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057318933R)不慎遗失北京市出
租汽车专用发票2卷，发票代码111001881001，发票号
码84643400-84643500声明作废。
北京斯金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2R9TF8J，声明作废。
天津市瑞德赛恩水业有限公司工会遗失工会法
人 资 格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120116MC2260766N，特此声明作废。
密云供电职工技术协会(登记证号：1710014，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110118500863136P)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注销手续中的签章由该协会法人
张学先签字代替。
北京恒美天润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72GJ8R，声明作废。
北京市明天时代动画制作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11010 823 1 4 3 5 3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北京市明天时代动画制作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1082314353)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柏益达装饰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4688390878X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中联科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560436996W)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御墅缤纷科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2QC64J，声明作废。
北京鑫鼎融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110105015149226)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11010505139820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号：051398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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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子永鑫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60122182C，声明作废。
北京恒科润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5MA01XN0K4G)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大连鹏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区云岗
营 业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MA02AU6DX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北京紫萝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4EYGU7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中新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16699080299)作废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商据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23698532)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上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97672570R)作废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联科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0436996W)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世民博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097946416R)作废合同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中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67383370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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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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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1793808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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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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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铭锐四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1793808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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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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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400MA02A09F3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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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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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聚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4CMMB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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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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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盛新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NENU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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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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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10116L842434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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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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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中世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6144206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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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5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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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光四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EKBC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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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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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德兴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CE9M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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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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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科拓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6742586493)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
单庆阔，清算组成员：单庆阔、胡红波、张正荣、
王定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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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环保之友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10111MJ03028339)经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协会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协会清算组
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鼎芯中才商贸中心(注册
号：110108015001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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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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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辉兄弟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8LRW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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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清算组成员：李
军、刘新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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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慧云智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8GXY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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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隆，清算组负责人：李兴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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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斯金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2R9TF8J)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负责人：王耕，清算组成员：北京市红叶齿科医
用器材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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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甲联合货运代理中心
(注册号：110105011104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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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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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中县恩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注销
公告：本公司会(出资人)已决定清算注销本公司
办学许可。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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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公告：本企业北京柏恒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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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投资人？李勇
峰、崔柏林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
失信，则由本企业投资人李勇峰、崔柏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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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810428801。
公告：北京鑫鼎融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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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已
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谷文英、王坚军
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
本企业投资人谷文英、王坚军承担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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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南，电话：17743552759。

工程项目建设费用结算清理公告

  新疆博斯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承建的新疆
博斯腾湖孔雀海滩水乐园项目，现我公司成立项目
结算清理组，委托正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
会华(宁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体)，负责结
算审核和竣工决算编制等事宜，请与本项目有建设
费用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见报日起3天内持相关合
同及证明文件向结算清理组申报，逾期未办本公司
将不予处理，责任自负，过期视为放弃合同权力，我
司将按现有合同资料进行项目终结。

新疆博斯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