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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谢其国：本院受理徐汉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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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梅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唐显川：本院受理冯选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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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成真：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阿荣旗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0721民初2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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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京莉、武海波：本院受理浙江物产信息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证据复印件、
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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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开庭时间
为举证期满后第5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楼311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美丽：本院受理薛奎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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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曲建功：本院受理朱建宁诉你、尹书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初
228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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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李明、秦艳娟：本院受理李英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1)辽0115民初6270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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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刘二堡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阜阳名仕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刘瑞
琪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9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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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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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彦龙：原告吴永军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2325民
初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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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名洲：本院受理恒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赣0704民初1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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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本院受理姜宏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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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法院廉政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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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张素枝：本院受理陈国付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1民初2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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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杨东向：本院受理宋绪红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天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曙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王爱莲：本院受理武安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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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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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陶锐林：本院受理枣阳万象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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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琚兆峰：本院受理钟隆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
民初3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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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齐本忠：本院受理赵新宽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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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许玉平：本院受理(2021)苏1183民初6615号戴小根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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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沃维春：本院受理张洪彩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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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谢文明：本院受理高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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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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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京坡：本院受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铜井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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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115民初12149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须知，判决你方返还原告借
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11923.1元。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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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胡倩倩：本院受理徐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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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举证须知、授权委托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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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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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本院受理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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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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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邹益林：本院受理兴仁县兴旺汽配经营部与你修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2民初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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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本院受理广西钦州鼎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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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钦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高喜秀：本院受理广西钦州鼎盛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156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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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朱剑夫：本院受理广西钦州鼎盛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桂0703民初155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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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大连东方渔港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岗
区大强海鲜经销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0211民初4536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货款53，087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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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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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大连东方渔港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大连
长兴购物中心小宏水产经销部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辽0211民初
45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货款9，347元。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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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江峰：本院受理彭锦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权利义务、举证须知、授权委托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诉保)、开庭传票、诚信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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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浙0784民初4698号 陈明用(住贵州省六盘水
市盘州市保基乡黄兴村养马寨组，公民身份号码
520202198502028516)：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陈明用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方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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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陈明用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赔偿款6000元及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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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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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元，合计1150元，由被告陈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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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小斌、汪海珍、广水市龙泉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水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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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举证期满后三日在本
院依法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434号 成达投资集团(广
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冀中能源井矿
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诉你与被告河北省泉莞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冀
0107民初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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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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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王西才：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江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劳务合同纠纷两起案件均已审结。现因无
法通过其它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青2221民初647号、67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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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400号 陈永良(身份证号
码： 330422196704115417 )：本院受理原告
黄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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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本院定于2022
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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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4民初3348号 李亚飞(住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居民委员会四组75号，公民
身份号码： 320926197601231314)、李星辰(住江苏省
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居民委员会四组75
号，公民身份号码：320982200001241274)、任美红(住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居民委员会
四组75号，公民身份号码：320926197812191287)：本院
受理原告丁月珍与被告李亚飞、任美红、李星辰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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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李亚飞支付原告丁月珍加工
款15419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21年5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
原告丁月珍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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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元，公告费1245元，合计4629元，由被
告李亚飞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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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0311民初4513号 史作朋、段夫亮、
周西菊、李才平：本院受理原告徐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4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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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3522号 陈学良：本院受理原告
徐州市金芬钢模出租供应站泉山区分站诉你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3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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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9号 柳莉、曹馨蕾、吴铭：本院
受理原告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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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4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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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4号 徐安元、徐州九诚建设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肖成阳与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2401号 陈娟、朱守沛：本院
受理原告解芳与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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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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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苏0311民初2608号 孙浩：本院受理
原告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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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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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苏0311民初3734号 胡光利：本院受理原
告王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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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37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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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3号 徐勇：本院受理
原告魏恒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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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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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3号 诸华强、俞克平：
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公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徐州泉山分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311
民初50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
本院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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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11民初5823号 张树中、江苏恒富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京金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盛大和诉王砚秋、徐建明和你们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原告南京金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盛大和提起
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向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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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0 )苏0311民初5823号 张树中、江苏恒
富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京金
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盛大和诉王砚秋、徐建
明和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311民初582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第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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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745号 徐州联合瑞坤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倪翠勤：本院受理原告王继存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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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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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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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7号 王建：本院受理原告
裴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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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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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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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2号 覃福昌：本院受
理原告高凤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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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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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李
欣睿不慎遗失工作证(编号0199)、执行公务证(编
号0199)。以上遗失的证件声明作废。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催告书送达公告

王金树(公民身份号码：34 2 3 2 2 1 9 7 3 * * * *
1416)：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
寄送达方式向你送达催告书，我局现向你
公告送达宁新区卫医催〔20 2 1〕2号《催告
书》。请你本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南京市江北新区卫生监督所(电话：025-
57060532，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高科一路2
-2号九楼)领取催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梁顺：本院已受理原告卢雪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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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及16日，定于2022年2月18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大路口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泗县人民法院
陈超：本院受理穆志杰诉你追偿权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皖15 2 2民初
50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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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李强、崔杰、李昆明：本院受理李学玲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1202民初83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
院商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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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政：本院受理王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9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
院商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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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周克富：本院受理顾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98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到本
院商事审判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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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栾秀英、朱玉新：本院受理徐景辉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辽1422民初1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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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磊、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马鞍山市当涂县生态环境分局与被告王
磊、刘永寿、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
司、海盐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追偿权纠纷案，
原告当涂县城市管理局与被告王磊、刘永寿、
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海盐县
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追偿权纠纷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521
民初1142号、11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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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王康全：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民初34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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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程勋才：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0422民初398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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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胶州市乐昊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天津
市静海县鸿泰升商贸有限公司依照(2002 )静
经初字第42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查封并拍卖
你公司名下房产并按分配方案将执行款分配
完毕，本案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 )津0118执恢803号执行裁定书(终结)及
相关结案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严丝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印江县支行与被告龚龙军、严丝嘉、重庆和达房
地产有限公司印江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行与被告龚龙军、严丝嘉、重
庆和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印江分公司于2015年8月12
日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二、被告龚龙军、
严丝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行借款本金
145916.57元；三、被告龚龙军、严丝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印江县支行支付截至2021年4月20日的利息9175.63
元，并自2021年4月21日起，以实际尚欠借款本金为
基数，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县
支行按年利率8.91%计算支付利息至全部款项还清
之日止；四、被告重庆和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印江分
公司对上述债务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印江县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龚龙
军、严丝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行支付公告费
1040元；六、驳创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印江县支行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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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3402
元，由被告龚龙军、严丝嘉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黔0625民初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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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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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玉科：本院受理明光市苏巷镇人民政府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1182民初2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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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安思奇商贸有限公司、杨传、杨扬：原告六安市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六安市徽鸿铁砂有限公
司、六安市东兴矿业有限公司、六安市星星矿业有
限公司、六安市东鑫铁砂有限公司、六安市九号蓝
溪温泉度假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六安市旭升建材
销售有限公司、郭旭东、马艳、马同贵追偿权纠纷
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461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来本院七里站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王伟：本院受理蒙城县八方物流有限公司诉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皖1622民初5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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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晓华：本院审理原告赵仙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401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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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崔世文：本院审理原告赵仙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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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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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8576号 深圳市田间绿云智慧农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巍诉你及被告深圳市
见康云科技有限公司、寇晓一、郭霁、辛永志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答辩状、
开庭传票、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
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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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2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574号 深圳市田间绿云智慧农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旭欧诉你及被告深圳
市见康云科技有限公司、寇晓一、郭霁、辛永志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答辩
状、开庭传票、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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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2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黎庆越：本院受理宋中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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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4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魏东峰：本院受理原告沈金溶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鄂
1381民初27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郝店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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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杨美玉：本院受理徐斗洪诉被告杨美玉遗嘱继承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辽0604民初1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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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马富：原告王飞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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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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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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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占勇：本院受理成都国圣工业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123民初2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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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正定县博洋家具厂、安新征：本院受理成都国
圣工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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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鞍山市立山区维多利亚婚纱摄影会馆：本院受理
曾诗瑶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中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3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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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鞍山市立山区维多利亚婚纱摄影会馆：本院受理
崔桂英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304民初3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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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费永良：本院受理刘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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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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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通海：本院受理原告赵亚玲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3
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街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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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衡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
张网：本院受理原告李中亚诉被告李亚仿、张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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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人员组成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余大海、袁敏、邓青冬：本院受理丁丽与你们
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丰院陆家巡回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戚应强、张秀祥：本院受理朱兴静与戚应强、
第三人张秀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
民初12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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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建富：本院受理吴小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主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安迪：本院受理梁小均与被告安迪、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贵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1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花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利：本院受理肖斌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8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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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继光、杨学楠：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苏
0583民初11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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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伟承、陈婷文：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苏
0583民初1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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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丽：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
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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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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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松：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
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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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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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广田、杨俊贤、西岗区胖子生鲜超市：本院受
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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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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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桃兰、刘祥：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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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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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杨震志：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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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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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绿林塑胶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周永
华：本院受理汇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
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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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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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惠英、周文冰：本院受理昆山市中裕农村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13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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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袁连清：本院受理展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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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0402民初47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无锡畅吉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
州光亮管压件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 2 1 )苏
0412民初5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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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昆山市日盛模具钢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
亚弟、范丽琴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8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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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神安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张善信、张
之功：本院受理张殿魁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豫0711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张殿
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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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魏伯生、高爱锦：本院受理昆山萨克斯机械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
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方霞：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分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蒋建兴：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唐以文：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冯小宇：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分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胡郡：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分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当事人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何悦悦：本院受理朱善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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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福
劳(人)仲案字(2021)130号李启洪与你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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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既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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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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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刘金
禄、刘松：本委受理福劳(人)仲案字(2021)139号
王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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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既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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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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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志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四川先森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采购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
仲裁字第231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
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
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本会定于2022年3月9日10时30分在本会仲裁
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
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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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熊 秀 席 ，因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802198910021553。签发日期：2021年11月19
日，特此声明作废。
戴瑾于2021年11月22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
号：532301198305304326现声明作废。
本人宋光源于2021年11月18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211302199305120434发证日期：2020 .08 .26，此
身份证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朱世刚、胡伟芳遗失南京世茂外滩新城9栋2
单元3406室购房票据1张，单据号：1600001789金
额：4，647，421.00元，登报作废。
本人薄一玮于2021年11月1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142429198811260011，
自登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
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北京智新典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801253409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深能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81110102MCL2734577)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南口佳钰商店遗失北京市昌平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核发
日 期 2 0 1 7 年 5 月 8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114021124912，声明作废。
北京元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07853642X9)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润玉青山玉石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078564201J，声明作废。
北京启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H6751X)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和
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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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金麦粒(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2317929352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中科教信息技术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NR19XC)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五环辣小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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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206110029167，声明作废。
北京红鼎泰晟资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00C75A5Q)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鑫云游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0DXAH0F，声明作废。
北京净美怡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0GLF31L，声明作废。
北京手护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1BXKK9K，声明作废。
北京中科教信息技术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4NR19XC)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11010876091409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760914091)，声明作废。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慎将
保险合同丢失 ，合同编号：1 3 5 0 0 4 0 4 3 3 5 3、
135004047222，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驿麓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发票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盛天腾汽车装饰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22232859579X2)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梵赫(天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0MA068QJD45)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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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北京龙抬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48405316T)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悦凯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442450N)作废财务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快乐凘晗信息咨询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MA00HFWP9F)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中视天方(北京)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6N619B)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源途(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DWFQ4U)作废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鑫云游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DXAH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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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清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EP491)作废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东方传思智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WPLW6J)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定代表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兰德盛发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5296103C)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盎唯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5768974638 )作废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
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正方元石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080458758N)作废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修米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M7N0W)作废公章、财
务章、法人：徐晓飞法人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北京盛博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6883722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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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减少至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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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砭灸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852937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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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万元减少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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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新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214T69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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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元减少至1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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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瑞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95EQ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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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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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缔造(北京)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MYAA6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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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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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缔佳宝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79852791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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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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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科宏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89070625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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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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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掠影(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96468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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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万元减少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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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丝路(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3442535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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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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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810301892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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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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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鼎煜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6MA01KXYL5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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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曙光星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63179660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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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中资银信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7795388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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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海陆域石油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唐群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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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拓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9388498XW)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
刘子怡组成，清算组负责人：刘子怡，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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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手护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XKK9K)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靳国伟，清算组负责人：靳国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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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麦粒(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3179293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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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负责人：张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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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润玉青山玉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78564201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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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杉、宋庭敏，清算组负责
人：宋廷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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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崔村奕棋
乐文化交流中心(注册号：110114604323166)，现拟变
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
企业，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
名：王志军，2021年11月23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珠海斗门中源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马庆秋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将应支
付给你司购买位于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龙山二
路96号148商铺的剩余购房款人民币16022元(大
写壹万陆仟零贰拾贰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提
交到我处。请提存受领人或其代理人于二〇二
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前，持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及《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到我处领取上述提存
款。如你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该笔提存款
将上交国库。
  我处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
1083号花园大厦二层。
  联系人：缪海霞 电话：0756-2680200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仲裁公告

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雷平平
诉你公司劳动关系劳动争议一案(灵劳人仲案字
[2021]119号)，2021年10月18日雷平平向本委申请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因你公司迁移新址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仲裁庭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仲
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在仲裁活动中的
权利和义务及仲裁活动规则。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1月25日早
上8：30分在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
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
席裁决。并请你公司在闭庭后15日内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灵宝市劳动人事争议裁委员会
致歉声明

  本人陈永达系泉州市洛江区双阳合聚弘商
贸网店经营者，于2021年间通过前述个体工商户
名义认证的抖音账号“乘疯动漫剪辑”(账号：Le_
6688，账号地址：https：//v.douyin.com/RX1CfaS
/)，在抖音平台上持续发布了剪切自热播动漫
《斗破苍穹》第四季的大量短视频，吸引了大量
抖音用户观看和关注。
  本人在未获授权情况下发布剪切后的短视频，
已经侵犯了《斗破苍穹》作品第四季的著作权，给
《斗破苍穹》作品的相关著作权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和不良影响。本人在此向《斗破苍穹》作品的相关权
利人致以诚挚的歉意。本人将深刻反省，尊重他人
知识产权，坚决杜绝此类侵权行为。再次郑重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