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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林宝：本院受理张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59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
原告借款30000元。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负担。
从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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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任刚：本院受理党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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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2月8日15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若未准时到庭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张鹏：本院受理王泽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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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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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2月8日15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若未准时到庭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蒲建华：本院受理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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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22年2月9日9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若未准时到庭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傅向荣：本院受理卢帝春诉你、浙江花园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民事起诉状、
监督卡、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举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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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9：30分在本院
曲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胡宪如：本院受理唐义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初11030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节假日顺延)9：30分在本院汤山人民法庭第
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张国旗：本院受理黄亚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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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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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吕奇：本院受理鲍海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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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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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浩：本院受理金国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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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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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许守宝、刘苏琴：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2749号张
绍青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七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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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罗家玉：本院受理秦祚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83民
初6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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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黄道俊：本院受理唐明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
初3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杨怀伟：本院受理齐小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52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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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丁齐：本院受理曾兆丽诉你及张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5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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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丁齐：本院受理曾兆丽诉你及曾宪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5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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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卫春红、卫喜江、吴秀芝：本院受理王玉臣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721民初2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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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1日14：30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河北渝品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付泽
宾与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令发：本院受理祝新强、杨和坤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91民初
1216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勇：原告林旭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1)浙0381民初6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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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许志俊：本院受理梁爱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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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李楠：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石玉军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21)吉0202民初310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202执32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张育达：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镜晔与你证券
纠纷执行一案，本院(2021)吉0202民初855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202执349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曾缘：冯朝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
书 ，判 决 ：一、由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劳 务 报 酬
188466.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支付。二、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2.00元，由被告
负担4，000.00元，原告负担1492.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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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汪丽君、朱垒：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佛堂镇星达文
体用品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本院依
法向你送达(2021)皖1723？民初1139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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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池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朱江龙：本院受理原告汪膺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皖1723民初
1680号民事判决书和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书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杨洪盆：本院受理兴仁市小江租车行与你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2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杭州牧也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新海鹰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苏0115民
初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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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无锡旭甲合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章育全：本院受
理江苏吉麦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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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青阳人
民法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刘春：本院受理刘耀红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书、
廉政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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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陈波：本院受理杨家洪、杨贞亮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两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322民初2742、27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新大楼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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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常州安德鲁信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泛成国际货
运有限公司所签发的全套正本海运提单，正本单
号：00285905，副本单号：00106684，提单号：
EURFLZ2183968KHI，声明作废。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徐小敏：本院受理原告尚玉果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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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克力：原告李新殿诉被告陈克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0402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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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任爱强：原告张喜华诉被告任爱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豫0402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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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张要锋：原告柳向阳、柳冰冰、韩义青、郭强诉被
告张要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0402民初3078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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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2021)冀0121执恢260号 高志恩：本院在执行石家庄
市井陉恒山煤焦有限公司与石家庄鼎辉担保有限
公司、李浩然、杜小丽、高志恩、王邯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2021)冀0121执恢260号执行通知
书；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令；冻结裁定书、扣划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怀来文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
明勇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730民初237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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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怀来文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
荣景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730民初114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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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239号 冯祖华(身份证号码：
420624198107106111)：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沙通箱包
配件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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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与举证期限均为30日。本院定于2022年2月23
日上午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627号 冯祖华(身份证号码：
420624198107106111)：本院受理原告平湖市恒福
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30日。本院定于2022
年2月23日上午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04号 兰喜珍(住广西资源县车田
苗族乡白洞村九组0 0 2 号，公民身份号码：
45232919751002194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兰喜珍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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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兰喜珍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垫付的保险赔偿款
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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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兰喜珍未按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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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1160元，合计1210元，由被告
兰喜珍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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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90号 刘新文(住江西省万年县苏
桥 乡 坂 头 村 1 4 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62331197609013319)：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刘新文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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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刘新文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垫付的保险
赔偿款3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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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刘新文未按本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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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1160元，合计1210元，由被告刘新文负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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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刁建云：本院受理原告字华清诉被告你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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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彭中：原告王菊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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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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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昊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杨映泉诉被告
你公司、陈树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0921民初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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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延召：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吉磊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甘0602民初776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为：薛
延召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刘吉磊借
款本金1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751号 徐捷(住江西省乐平市洎阳
街 道 办 事 处 殿 下 1 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60281199609277512)、永康市恩泽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长城村
酥溪东路一街18号2楼西侧)、永康市鹏越玩具有限
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西城街道永丰
村端头自然村二弄102号2楼)：本院受理原告夏杭革
与被告徐捷、刘香琴、徐海峰、永康市恩泽土地礼
品有限公司、永康市鹏越玩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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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徐捷、刘香琴支付原告夏杭革货
款791634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10月1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夏
杭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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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491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徐捷、刘香琴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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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8号 浙江快驴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船山区易洪林配件经营部诉被
告浙江金超威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快驴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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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900号 江苏刚耀光电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熊昌豹与你公司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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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本院受理高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4民初2175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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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张子尹：原告信阳市高新沃镭机器人应用技术有
限公司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
出判决，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豫1503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经过
六十日视为送达。若不符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声 明

  孙明玖于2021年6月22日立有遗嘱，律师见
证书(2021)法意字第06006号。根据其生前所立遗
嘱，我开始继承其名下遗产(房产及其他财产)。
如有亲属对此遗嘱有异议，请见此声明后速与
我联系。电话：13910327823

声明人：孟恺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朱丽会：本院受理张永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02民初78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张永亮与朱丽会离
婚；二、张梦妍随张永亮共同生活，由张永亮独自
抚养，至张梦妍独立生活为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杨敏：本院受理张以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302民初783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张以林与杨敏离婚；二、
张文宇、张文静随其父张以林共同生活，由张以林
独自抚养，至张文宇、张文静独立生活为止。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桑潇庆：本院受理原告于守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182民初
3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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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海南中航鑫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罗
先盛与江口县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沿河县市
政建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0)黔06民初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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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状副本，如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秀珍、马一菡、马梓烊：本院受理许奎诉你们不
当得利纠纷(2021)皖1324民初8155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8日上午9：00在本院刘
圩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张旭杰：本院对刘静宏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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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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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谭英元起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1)黔2729民初1174号。因你公司注册地址无
法送达，现依照民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应诉材
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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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黄克州：本院受理欧阳启新与你民间借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6民初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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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田茂勇：本院受理原告田峰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被告田茂
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田峰峰
借款20000元；二、驳回原告田峰峰本案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田茂勇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
黔0625民初473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尹腊友：原告朱敦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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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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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建萍、葛秀英、许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孙凤林
诉被告崔建萍、葛秀英、许建军、第三人河北玛
世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5民初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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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金腾跃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丁同爱诉无
锡尼可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及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东北塘法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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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8685号 吴光林：我院受理原告许
圣林与被告吴光林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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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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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莲：本院受理原告陈珠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风险提示书、文书上网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
定于2022年2月10日8时5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姜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川羌族自治县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0726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3255号 洪勇：原告金浩诉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325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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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诉被告谢闯、熊海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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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3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波：本院受理原告李长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0607民
初1211号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负担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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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人民法院
梁修进：本院受理方道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皖0422民初4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小甸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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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陈广新、丁桂芝：本院受理李富泽、杨付友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皖0422民初3600、3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甸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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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葛优：本院受理屠炳忠申请执行(2020)吉0881民初706
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
0881执恢46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
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查
封的房屋及房屋所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解小东、上海敬丰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阜
阳市安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解小东、上海
敬丰物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2021)皖1202民初
13210号一案，原告阜阳市安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解小东、上海敬
丰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原告车辆垫付款共计
1246500元，并支付10%违约金即124560元，合计1371150
元；2、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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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莹(身份证号：21011219881009064X)：本院于2021年8
月17日受理了邓万厉诉你为离婚纠纷(2021)辽0304
民初4494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整
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沈俊婷：原告刘景阳、周淑娟诉你、韩玉凤、沈
丽、沈杰、沈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0604民初1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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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徐步成：本院受理陈德明诉你及扬州环宇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建湖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25民
初1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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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方园气动元件有限公司因遗
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871819、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台州市爱露
卫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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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皖0191民初3856号 施惠茹：本院受理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诉被告施惠
茹信用卡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0)皖0191民初38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施惠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透支本
金152176.67元及相应利息(以152176.67元为基数，自
2016年8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顺延计算
至2020年8月19日，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15.4%
的标准顺延计算至款清时止);二、驳回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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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8元，由被告施惠茹负担;公告费550元，由
被告施惠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被告施惠茹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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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敬军、何淑凤：本院受理原告陈文岩诉你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
1481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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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王朝利：本院受理原告王伦山诉你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1481民
初2705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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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徐清于2021年11月12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511621199104228082)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
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者任,特此声明。
陈文英于2021年10月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230104195903181719，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徐娜娜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 1 0 1 0 8 6 0 4 3 6 3 8 7 9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08MA051PHY1L，声明作废。
北京同清律师事务所何磊律师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1101201910083126)，特此声明作废。
北 京 金 丽 特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52048366，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00333762。声明作废
北京林源新时代家具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新名
称：北京金丽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110226700333762,声明作废。
北京诚食安国际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8MA01GTF0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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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宋庄顺峰五金建材商店不慎遗失北京市
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SP212060160531，声明作废。
北京龙淼树森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号：
110105015226960)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5053594228 )正、副本
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赛尔康科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注册号:1101062695592,声明作废。
北京东野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110228012374446)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税号：
110228696354551)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莱怡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HNTX8E，声明作废。
北京云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110115011967152，声明作废。
北京琪瑞腾达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北
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SP214190039485,声明作废。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平里招待所(注册号：
1101011000440)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北清达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2262178769，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110226802933507；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802933507。声明作废。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1108271505454，声明作废。
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中心小学工会委员会不慎
遗失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北京密云支行，账号：11001008800053030106，
核准号：Z1000002462502，声明作废。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七店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05041569373，声明作废。
国金中宇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MA3MTKBL73)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北京中广华闻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1MA01Q1MQ5P)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海峡水上俱乐部(长乐)有限公司遗失福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2021年8月1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611836720P；遗失公章(编
号：35018210004834)一枚，声明作废
海峡陆上健身俱乐部(长乐)有限公司遗失福州市
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8月1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611328056F；遗失公
章(编号：35018210004835)一枚，声明作废。
海峡高尔夫俱乐部(长乐)有限公司遗失福州市
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8月1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611328064A；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35018210004830)，声明作废。
香港堪培拉尤利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53127837Y)遗失登记
证，声明作废。
泉州市永建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2MA8T7GHD4Y，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花儿朵朵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64869645T)作废财务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圣锴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14013351698)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鸿旭腾阳(北京)科技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4GE348X)作废
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安都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 1 1 5 0 8 5 5 0 6 6 6 7 1 )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新京师慧才教育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02238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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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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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星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000100007680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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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9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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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可来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Q2F6XA)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零玖拾伍万元减至人民
币陆仟捌佰捌拾点柒伍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豪迈万丈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306170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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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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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航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B3A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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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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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天佳普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67506021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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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世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5621003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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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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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创信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57654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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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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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奥科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0566337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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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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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空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0FT94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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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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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基业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7156178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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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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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善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MA01LQ0P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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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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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翼太普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CQT9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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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捷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78550617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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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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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鑫通(北京)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80226026L)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叶国、张健伟、北京正华众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张健
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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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蒂爱逸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MWQ35L)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展
美婷、北京蒂爱丽斯美容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负
责人：展美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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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斯堪伯奥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PERE90)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王国军，清算组负责人：王国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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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益佳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CHLA5L)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罗弘昊、苏仲山，清算组负责人：罗
弘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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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15011967152)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杨光、杨新立；清
算组负责人：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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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爱心兴海残疾人职业
康 复 劳 动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10108692300521L)2021年9月10日经理事会表
决，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根据《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由张立
明、王金香、温振平萍组成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
清算工作。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二十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请债权。清算组地址：
北京市海淀定慧西里活动室，联系人：张立明，
联系电话：15811308657。
注销公告：北京梦发开始美容美发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9543966H)经投资人决定，
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投资人：李佰
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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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圣锴互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14013351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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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张倩倩，清算组负责人：徐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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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佰欧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535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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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清算组负责人：杨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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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泰佳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2232578122)经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长：高学
军，成员：赵秋华。请债权人与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本企业北京远大思域科技有限公司吊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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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已丢失，申明作废。本企业投资人王宇
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
本企业投资人王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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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联系方式：18101265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