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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川0903民初2025号 陈刚：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陈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陈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187 000元，
截止2021年8月9日的利息9 979.18元、罚息12
080.40元，及从2021年8月10日起算的罚息。2021年
8月10日起算的罚息的计算方式：以本金187 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75%为标准，自2021年8月
10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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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053号 唐成奇、张海怡：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
宁分行与被告唐成奇、张海怡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1、解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遂宁分行与唐成奇、张海怡签订的合同
编号为510670007-2022-20150764033的《个人
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唐成奇、张海
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225
741.0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的
计算方式为：以本金225 741.06元为基数，按照
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自2021年8月19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前述利息、罚
息、复利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如唐成奇、
张海怡未履行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有权对唐成奇、张
海怡名下位于大英县蓬莱镇新城区中海大道
宏升·物华天宝2期15幢2单元7楼1号房屋折价
或者从拍卖、变卖该房屋的价款在抵押担保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4、驳回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494号 彭林：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彭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彭林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 999.41元、利
息486.39元及罚息，罚息的计算方式为：第一笔
贷款以借款本金4 999.41元为基数，从2018年4
月1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
日止，按年利率8.4%为标准计算；第二笔贷
款以借款本金5 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
2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
止，按年利率8.4%为标准计算。若未按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罚息计算
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600号 杨婷：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杨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杨婷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8 632.37
元及罚息，罚息的计算方式：以本金8 632.37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4%为标准，自2018年4月29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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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利
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613号 陈洪兴：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
被告陈洪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
陈洪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12 000元、利息668.26元及罚息，罚息的计算
方式为：以借款本金12000元为基数，从2018
年4月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
之日止，按年利率8.4%为标准计算。若未按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金，上述罚息计算至
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660号 徐盛华：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
被告徐盛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徐
盛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77
044.93元、利息2 993.65元及罚息，罚息的计算方
式：第一笔借款以本金27 044.93元为基数，
自2019年2月10日起；第二笔借款以48 000元
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第三笔借款以
本金2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8日起，均按
年利率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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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661号 陈洋：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陈
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陈洋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50 400元、利息2
689.91元及罚息，罚息的计算方式：以本金50 4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75%为标准，自2020年9月
7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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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743号 包晓飞：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
包晓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包晓飞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 074.23元及
罚息，罚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9 074.23
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8.4%为标准计
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上述罚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107号 席鹏、席国华：本
院受理原告赵青松与被告席鹏、席国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席鹏、席国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所欠赵青松货款70 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广水市孝武商贸有限公司、湖北孝武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湖北孝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孝感
市大自然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市孝武
冷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秦煜、何滨：本院于
2021年9月13日立案执行(2021)鄂1381执1824号申
请人湖北广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行
(2020)鄂1381民初36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2021)冀0121破1号 本院于2021年11月4日裁定
受理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1年11月4日指定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
清算组为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井陉
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2月31
日前向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场或
通过邮寄的方式申报债权(通讯地址：石家庄
市桥西区中山西路356号中电信息大厦12层
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
律师、尹律师，联系电话：0311-87750660，邮
编：500000)。未在上述申报期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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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井陉中油销售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1月14日
上午9时30分在井陉县微矿路99号嘉峰商务
酒店4楼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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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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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0311民初4732号 宗毅勇：关于本院
受理原告许爱民与被告宗毅勇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宗毅勇应自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爱民
支付款项560000元、二、被告宗毅勇应自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爱民
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5600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2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许爱民
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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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号 谢厚道：本院受理原告
李磊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0311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内来本院第十法庭领取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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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8370号 郭城：本院受理原
告王胜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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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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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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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5号 钟鸣：本院受理原
告江苏新纪元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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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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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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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2号 周生金：本院受理
原告杨晓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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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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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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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大
悟县鸿发建材租赁部与你公司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大悟县鸿发建材租赁部向
本院起诉要求解除与你公司签订的《周转材料
租赁合同》；要求你公司返还全部在租器材，若
返还不能则支付器材赔偿款16899884.35元；支
付截止2021年9月15日的租金4696108元，并
支付自2021年9月16日起至器材全部返还或
赔偿款全部支付之日止的租金损失；支付运
费、力资费178037元；支付备货补偿款150000
元；支付截止2021年9月15日止的逾期付款违
约金203316.51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6日起至欠
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3月10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3783号 王长新(身份证号
码：41092719660906901X)：本院受理原告闫乃武
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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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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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0903民初2436号 罗明军：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
罗明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罗明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37
913.4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
欠透支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始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
金，利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445号 刘丽：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刘
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刘丽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28 837.30元及
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支本
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始按日利率万分之五
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
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
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1939号 陈小华：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告
陈小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解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陈小
华签订的合同编号为510670000-011-2011000861
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陈小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借款本金87 701.39
元，截止2021年7月21日利息418.29元、罚息9.53元。
并以本金87 701.39元为基数，按照双方贷款合
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罚息，自2021年7月
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前述利
息、罚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如陈小
华未履行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有权对陈小华名
下位于大英县蓬莱镇新城区金元街喜乐居·
心家2幢4单元6楼2号房屋折价或者从拍卖、
变卖该房屋的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的权利；4、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88号 杨海：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海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1、杨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偿款20
258.1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3 386.99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28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8 292.86元为基
数，从2020年4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止；以8 578.34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25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均以年
利率24%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
之日止；2、杨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
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差旅费1 000元；3、驳
回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478号 严冬：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严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严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46 083
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欠透
支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始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
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
利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2454号 唐军：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与被
告唐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1、唐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信用卡尚欠透支本金27
983.18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实际尚
欠透支本金为基数，自银行记账日始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
付之日。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
金，利息支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03破21号之一 本院根据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的申请，于
2021年7月2日裁定受理其申请浙江凯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浙江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于2021年9月24日召开，经该次会
议债权核查审核确认的无异议债权2笔，合
计金额为1861838.99元。同时会议还表决通
过了《关于停止债务人营业的报告》、《债务
人财产管理方案》、《债务人财产（破产财产）
变价方案》等报告。2021年11月10日，浙江凯
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
称，管理人在接受人民法院指定后，全面核
实查清了债务人的资产和负债。经调查，截
止至2021年7月2日，浙江凯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现有资产总额为11016726.70元，负债
总额为36505530.41元，净资产为-25488803.71
元，已属于资不抵债。本院认为，浙江凯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企业资产现状及债权
登记结果证实其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本
院在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后，相
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者重整程序申请且
浙江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亦不存在宣
告破产障碍的事由，浙江凯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
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
2021年11月10日裁定宣告浙江凯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免责声明》：鉴于本人在贵州路发实业有限
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安徽省司尔特肥
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
因客观原因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正在进行
中。现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已由安徽省司尔
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面接受和控制。故本人
对自股权转让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一
切行为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红革
2021年11月29日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郑贤良、于艳君：本院受理原告张忠豹诉被告
郑贤良、于艳君民间借贷(2021)皖0191民初4673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独任法庭四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承安：本院受理原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26民初61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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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周印：本院受理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追偿权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鄂0626民初1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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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保俊：本院受理高伟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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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东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庆国：本院
受理申请执行人陆家明与被执行人丹东亿荣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庆国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委托鞍山中恒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被执行人丹东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所有的位于丹东市振兴区健康路53号2单元
706室、3单元707室，丹东市振兴区健康路75号4
单元607室，丹东市振兴区健康路135-2号，丹东
市振兴区健康路113号2单元705室房屋的价
值进行评估。现鞍山中恒房地产不动产评估
有限公司作出鞍房估字第[2021]122号评估报
告，对上述房屋评估价值依次为498 770元、
515 153元、440 143元、676 090元、358 673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的异议申请。逾
期，本院将对上述房屋强制拍卖。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刘静儒：本院受理原告丹东东宇混凝土有限
公司诉你及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营胜村
村民委员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已申请
撤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辽0604民
初5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张凤财：本院受理原告吴全文诉你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辽0604民初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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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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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章辉：本院受理原告潘文杆、潘文造诉被告章
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章辉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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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天程、李从海、程连花：本院受理吴强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鲁0982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宫里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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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赵云龙：本院受理原告兴城市一飞电控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与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辽1481民初2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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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波：原告钱永来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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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起经60日视为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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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鲁先友：原告许凯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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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公告起经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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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拥军：原告宋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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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庆康、陈凤：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0422民初2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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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郭道义：本院受理原告徐文博诉被告郭道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吉0202民初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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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陈长珍：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泉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523民
初3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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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戴宾富：本院受理原告宽城宇达新型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戴宾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7民初193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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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扈小贵、邓小霞：本院受理原告林赛勇与被
告扈小贵、邓小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687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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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0382民初9754号 温州市泽涵智能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彭亮、严文秀：本院受理原告项
中勇与被告温州市泽涵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彭亮、严文秀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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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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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1号 周思哲：本院审理原告
卢晓杲诉被告周思哲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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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彬：本院受理李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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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东北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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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华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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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
(2021)苏0205民初4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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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希权：本院受理原告何花郎诉你、赵国花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
(2021)苏0205民初4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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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本院受理史兆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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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0304民初4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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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钦明(公民身份号350423198909290517)：本
院受理上诉人合肥首润按树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曾钦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
达，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上诉人要求：1
撤销安徽省肥东县法院作出的(2020)皖0122
民初624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起经6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南京享泰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南京享泰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合
肥郑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122
民初59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状，上诉于
安徽省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关于河北天路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与温艺
买卖合同一案，本院作出(2019)冀0184执1639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谭艳华、温芊
雅、温继旺、黄玉兰为本案被执行人，承担
(2018)冀0184民初142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因谭艳华等四人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四人送达(2019)冀0184执1639号执行裁定书，
限你四人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新乐市人
民法院领取本裁定，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八 申请人永康市
威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
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0200053
27433005、金额10万元、出票人宁波一昕贸易
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兴市佳仁商贸有限公
司、持付款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账务中心、
出票日期2021年2月7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8
月7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九 申请人浙江臻凯活
塞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51008769、金额3
万元、出票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
象山明松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
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7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22
年1月18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黄伊萱遗失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生证，证号
69201803104，声明作废。
孙萍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21号雷明锦程二期21-10号楼一单元1-18-1
(房屋)，辽(2019)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069697号
房产证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梁冰心律师由于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1101201411498710 )，特此声明作废。
依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4028号民事判
决书，因丝茅冲门店进行保管的王学圣名下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邮电局宿舍7栋602房产
权证号为005290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盛捷雅馨超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MA00TD1C5Q，声明作废。
北京永光创业电器技术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54691282L，声明作废。
北京骏捷乐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1078593280X)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可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0GQLA0F)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东秀米兰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
册号：110101014853387 )遗失发票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公章、合同专用
章，声明作废。
北京市密云区金湖服装产业协会不慎遗失基
本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1210000103000011605；核准号：J1000132013001；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师屯支行，声明作废。
杏林陀方(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MA01H1W907)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唯派尔(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3 - 3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1MA00F50TX2，声明作废。
北京青山艺园苗木种植中心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注 册 号 ：
110111604154297，声明作废。
北京铜德府涮肉坊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129071991333，声明作废。
北京瑞超伟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K7C0K)不慎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宇龙腾达百货商店不慎遗失北京市小规
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P212060051781，声明作废。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证书”
编号：号〔2017〕00150-A01，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九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天津南门外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 1 1 0 0 0 4 8 8 6 0 1 0 1 ，账 号
0302070109300266722，声明作废。
天津市成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2061249707X)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成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2061249707X)不慎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天津市成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222061249707X)不慎遗失建筑业
企 业 资 质 证 书 正 、副 本 ，证 书 编 号 ：
D212020001，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杏林陀方(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1H1W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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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恒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5MA01CCKK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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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逢建中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636945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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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帮惠农(北京)管理咨询服务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 1 0 1 0 1MA04B 8UG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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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国瑞长河(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2M2NR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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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万元减至人民币50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雨林聚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MA00NPF2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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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馨福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400MA00UJPJ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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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万元减少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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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正大华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05TJN8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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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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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睿卓(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FFPJ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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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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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乾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070NGM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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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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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熏友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1HN76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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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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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创海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AW7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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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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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疆(北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7524067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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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6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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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伊尚品服装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69568665B)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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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鹏恒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5712650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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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202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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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中建政研教育培训
学校(注册号：52110111MJ0309138G)经股东会
决议，已向学校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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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区中建
政研培训学校，2021年10月11日。
吊销转注销公告：可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QLA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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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杨洁，
清算组负责人：张献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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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明天时代动画制
作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1101082314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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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哲、刘新
虎，清算组负责人：宋新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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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
伟乐水果店(原个体工商户名称)，注册号为
110108600545107，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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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春玲，2021年11月29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上
品尚服装店(原个体工商户名称)，注册号为
110108600803873，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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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中秋，2021年11月29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筑
梦 凯 达 商 贸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4MA01AUGU1R，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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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凯，2021年11月29日。

股权转让声明

  上海及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原股东
尹君于2016年5月24日，与该公司股东李宾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当日完成交割，但至
今，上海及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未配合
尹君进行公司登记变更。为保护尹君和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特声明如下：
  1.自2016年5月24日起，该公司发生的一
切债权债务关系与尹君不存在法律关系；
  2 .尹君已采取法律措施，要求李宾和
上海及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配合完
成公司变更登记；
  3.在完成公司变更登记前发生的损害
尹君合法权益的情况，保留追究法律责任
的权利。
  特此声明！

尹君
2021年11月29日

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关于对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达处罚决定的公告

陈振国等3人：
  你机动车驾驶证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被依法扣留后，超过15日无正当理由逾期
未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支队
已依法作出吊销你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决定，现予公告送达：
1、被告知人姓名：陈振国，驾驶证号：13212319
******0012，档案编号：130502487775。
2、被告知人姓名：郑泽杰，驾驶证号：37112119
******0419，档案编号：371180077950。
3、被告知人姓名：牛振宁，驾驶证号：13043119
******1031，档案编号：130400656066。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被处罚人可以
到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领取行
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被处罚人
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依法向邯郸
市人民政府或邯郸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邯郸市丛台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邯郸市人民路东段518号
  特此公告

邯郸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1年11月29日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更正通知书

(2021)达药材站破管字第30-2号
  本公司2021年11月5日作出的《注销分
支机构决定书》((2021)达药材站破管字第30-
1号)(刊登于2021年11月9日《法治日报》)、及
2021年11月8日《法治日报》遗失声明中部分
分支机构名称有误，现更正如下：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
房二门市”更正为“四川省达州市中药材供
应站民生药房二门市”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
房三门市”更正为“四川省达州市中药材采
购供应站民生药房三门市”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民生药
房五门市”“四川省达州市中药材供应站民
生药房五门市”；
  特此更正。

四川省达州中药材采购供应站
2021年11月29日


